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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0                             证券简称：中威电子                             公告编号：2018-034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承诺。投资者及相

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威电子 股票代码 3002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琳 胡慧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路 1819 号中威电子大

厦 20 层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路1819号中威电子大厦

20 层 

电话 0571-88373153 0571-88373153 

电子信箱 sunlin@joyware.com huhui@joywar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890,496.80 153,702,177.73 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957,921.36 27,669,209.09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900,117.31 27,462,877.91 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127,818.57 -67,927,552.77 -97.46%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4.33%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71,650,376.84 1,109,530,523.58 4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2,263,045.75 679,019,337.82 60.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7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旭刚 境内自然人 51.75% 156,712,100 117,534,075 质押 95,510,900 

陈根财 境内自然人 2.50% 7,575,757 7,575,757   

郑银翡 境内自然人 2.50% 7,575,757 7,575,757   

杭州衡顺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7,575,757 7,575,757   

杭州瑞则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7,575,757 7,575,757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骏惠 3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46% 4,430,463 0   

周游 境内自然人 1.15% 3,496,490 0   

朱广信 境内自然人 1.10% 3,338,840 2,504,13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3,130,400 0   

李万莲 境内自然人 0.86% 2,589,8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骏惠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石旭刚通过其委托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云南信托—骏惠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二级市场增持的公司股

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周游通过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96,49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3,496,490 股。李万莲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589,839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89,83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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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8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完善和优化，整体解决方案

的提供能力持续提升。面对快速发展的行业大环境以及安防行业的竞争加剧，公司积极应对云计算、大数据对产业环境发生

的变革，公司的战略转型初显成效，对原有视频监控业务持续进行升级调整，正在以视频为核心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报告

期内，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工作，本次发行新增30,303,028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于2018年6月21日上市，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389,735,818.95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

率将会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589.05万元，同比增长20.94%；实现利润总额3,321.57万元，同比减少0.96%，实

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895.79万元，同比增加4.66%，报告期内，2018年1-6月公司研发投入为2,003.89万元，占

营业总收入的10.78%。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安防行业领域内的口碑和实力，被评选为“2017中国交通视频监控行业十大

优秀企业”、“中国安防高清智能摄像机类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为有效

支撑市场拓展，扩大业务范围，提升市场竞争力，拓展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下阶段，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与市场拓展，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完善组织结构和内控体系，加强团队建设，提

升管理水平。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减少 

根据（粤）核注通内字【2018】第 1800018716 号工商企业注销证明，广东中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3 日

完成工商注销，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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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旭刚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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