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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3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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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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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程科技 股票代码 0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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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汝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兰景路以东、锦绣路以南惠程科技工业厂区  

电话 0755-82768788  

电子信箱 furufeng@hifuture.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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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448,852.43 437,089,304.16 1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63,201.20 57,224,634.80 -4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745,218.01 55,766,727.12 -4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535,344.45 -211,335,484.29 16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2.9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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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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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5,950,461.97 3,526,620,391.08 -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5,816,171.06 1,923,429,539.99 -4.04%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减少2,426.14万元、2,602.15万元的

主要原因为：  

（1）哆可梦2016年12月成立全资子公司华向文化和游湛网络，根据财税[2012]第27号第三条，[2019]第68号文件：我国

境内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

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华向文化、游湛网

络2018年开始盈利，2018年、2019年享受软件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9年上半年公告[2019]

第68号文件，故在2018年度报告中，华向文化和游湛网络根据25%所得税税率计提了企业所得税，并于[2019]第68号文件公

告后冲回2018年多计提的所得税2,803.74万元。此部分对公司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的影响为2,174.86万元。 

（2）报告期内头部厂商大规模进入中重度游戏买量市场，手游市场买量竞争加剧，进一步推高了游戏买量成本，哆可

梦为保持行业竞争地位、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在互联网流量资源等方面保持较高的投入力度，从而导致游戏推广费用出现较

大增长。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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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4% 84,557,366 0 质押 52,000,000 

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29,738,216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3.60% 28,882,200 0 

/ /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27,153,727 0 / / 

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20,700,000 0 

/ / 

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9,151,800 0 

/ /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22% 17,766,200 0 

/ / 

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7,223,762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1% 16,896,047 0 /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5,127,264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 198,524,871 股，占公司期末总股本 24.76%；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涉及的股份数分别为 32,557,366 股、27,153,727

股、20,700,000 股、19,151,800 股、17,223,76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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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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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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高端智能制造和互联网游戏两大主营业务板块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积极探索借助投资业务助力两大业

务板块延伸发展并完善产业链条的发展道路，夯实双轮业绩驱动的产业基础。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44.8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96.32万元，为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年内多款重磅游戏将商业化，率先推出哆可梦云游戏平台 

报告期内，国内游戏行业新增用户继续保持低位增长，行业监管制度逐步规范，过去依靠用户红利“野蛮生长”的模式已

成为历史。同时在版号政策影响下，市场第三方优质联运游戏越发稀缺，“产品荒”已成为中小游戏发行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

困境。在此背景下，依靠多年来在自研及定制独代游戏的长期谋划布局，公司控股子公司哆可梦游戏储备逐渐形成以自研游

戏为主，代理定制游戏为辅，依靠流量组织能力、分发能力、丰富产品，持续推进业务和业绩增长的战略发展格局。哆可梦

2020年将释放多款自研和独代产品，其中，《刀剑情缘》、《古剑飞仙》两款重磅ARPG游戏已在报告期上线发行；暗黑异

界魔幻RPG《天堂之光》、大型英雄史诗SLG《荣耀大陆》计划在下半年上线，上述两款游戏都已获得版号。 

此外，随着5G网络的逐渐铺开，哆可梦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布局，报告期内发布了自有云游戏平台——“哆可梦云游戏

平台”。哆可梦发展云游戏平台已具备一定优势：首先，哆可梦已有自有游戏平台，在发行和平台运营上已具备相当多的经

验，转云只需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升级，提高了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其次，云游戏时代的渠道价值将可能降低，研发能力将

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哆可梦高度重视研发，拥有多个曾在头部游戏企业研发成功经验的团队，加大了对自研游戏产品

的版本优化和测试力度以及对代理游戏产品的精细化筛选程度，充分调研市场并利用大数据敏锐把握用户需求变化，进一步

提升云游戏产品品质。 

2、推进基础业务优化升级，深耕高端智能制造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原有的电气设备业务在以新型高分子电气绝缘材料技术为特色核心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加大对配

电设备一二次融合/智能成套产品的研发力度，继续借助20年电气行业的深厚技术和客户资源，抓住电气设备智能化和信息

化的电力物联网创新发展机遇，夯实电气业务基础并实现向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战略转型。与此同时，公司加大对智能制造

机器人的生产研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与真机智能在智能小型移动机器人生产商业化的合作，不仅成功在深圳惠程

科技工业园开辟了真机无人配送机器人的生产线，实现了小规模量产；还结合当下疫情防控及“后疫情”时代的需求，开发消

毒、测温机器人等多场景机器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由公司生产制造的真机智能无人配送机器人已出口海内外多家

知名企业，在封闭园区、高端小区及便利店到用户等多个应用场景实现了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充分展现了公司在高端智能制

造上的突破与实力。 

     3、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全体员工健康，保障安全复工复产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面对疫情蔓延，公司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在公司领导的部署下，公司在春节休假期间即成立了以董事长/总裁为组长的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以各事业部/办事处负责人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疫情期间防控工作的信息收集上报、资源调配、落

实防控措施等工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全体员工在疫情期间零感染，复工复产进度也位列行业前列，公司疫情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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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稳经营和有序生产提供了安全保障。 

 疫情期间，公司全力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勇于担当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保障疫情期间可靠供电，公司电气

事业部各部门联动形成应急工作小组，制定了完善的紧急抢修预案，确保在接到各地疫情防控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后，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提供产品、技术服务支持，设备安装和调试员工更是奔波在防控一线，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展开。春节期

间在中山版“火神山”医院的建设中，公司也全力以赴参与医院紧急通电任务。 

 为了支援湖北武汉重疫区，公司控股股东母公司信中利和惠程科技电气事业部携手惠程科技工会于2020年1月27日共同

发布《抗击疫情支援武汉倡议书》，号召各单位捐款支援重疫区，真正为打赢防疫阻击战作出贡献，公司总部及电气事业部

全体员工积极向信中利公益基金会捐进行捐款；同时公司免费提供约100万救助物资，用于疫情防控医护等公益救助。此外，

公司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报告期内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整，定向用于永益关爱专项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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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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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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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署页）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汪超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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