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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9-035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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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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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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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铭扬 陈梦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

融广场 A 座 6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

广场 A 座 6 层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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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4,905,392.97 6,940,209,662.52 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6,315,035.82 297,408,605.73 3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3,944,228.39 270,361,541.66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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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735,396.48 661,783,564.77 -2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0 0.470 4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0 0.470 4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3.77%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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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3,903,658.21 16,262,190,636.15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14,845,910.47 8,112,088,046.41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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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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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4.36% 89,936,799 67,452,599   

宁波峰梅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7% 60,587,194 11,850,757   

象山联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6% 29,202,71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5% 22,199,80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其他 2.56% 16,003,098    

王季文 境内自然人 2.23% 13,940,96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3% 13,331,465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08% 13,000,000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

通担保证券明

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9% 12,470,69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7% 9,196,6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是张松梅女士控

制的企业，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和一致行动人。对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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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为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数量为 12,47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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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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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5.0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9.98%；基本每股收益为0.66元，净资产收益率为4.21%，公司总资产为167.44亿元，净资产为86.15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41.14%。 

主要变动原因： 

1、2019年1-6月，由于行业景气度的原因，公司的业务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宁波胜维德赫华翔”、“宁波华翔车门系统”等子

公司业绩出现双位数下降；但公司凭借良好的客户结构和新产品的投产，“长春华翔”、“宁波特雷姆”都呈现营业收入和利

润双增长，公司整体表现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2、2019年1-6月，子公司长春华翔，9条“热成型钢”生产线（包括募集资金项目5条）陆续实现批产，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

增长点，上半年长春华翔销售同比增长47%，实现净利润同比增加249%，这也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逆市增长的主要原因之

一。 

3、德国华翔2019上半年，同比继续减亏3000多万元人民币，但还不够稳定，减亏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有待继续观察。 

4、宁波劳伦斯在受行业影响的同时，又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其输美产品关税影响约1,300万人民币，导致其报告期内

经营业绩同比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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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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018

年12月31日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69,498,342.28  413,044,007.01  

应收票据   665,581,484.36  41,900,000.00 

应收账款   2,903,916,857.92  371,144,007.0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99,397,469.80  677,707,508.17  

应付票据   591,089,215.81   

应付账款   3,108,308,253.99  677,707,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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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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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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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间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日本华翔株式会社 设立 2019年4月26日 3,305,280.00 100%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峰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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