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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18-041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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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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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达 股票代码 0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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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鹏 王培鹏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 294 号和

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 294 号和

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电话 0755-27048451 0755-27048451 

电子信箱 hekedazqb@163.com hekedazq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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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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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营业收入（元） 156,893,546.04 161,627,984.66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83,344.87 8,468,834.70 -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392,380.56 6,921,528.84 -2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63,166.55 -30,031,472.86 19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8 0.0847 -1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8 0.0847 -16.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1.6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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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496,684.02 716,730,060.13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7,977,401.43 523,494,056.5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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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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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有倘 境内自然人 12.43% 12,427,200 12,427,200   

龙小明 境内自然人 11.67% 11,666,475 11,666,475 质押 1,740,000 

邹明 境内自然人 8.38% 8,377,950 8,377,950   

浙江亿诚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 3,450,000 0   

吕春林 境内自然人 2.33% 2,326,125 1,875,544 质押 1,380,000 

苏州南丰长

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2,250,000 0   

浙江亿品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2,137,500 0   

成都德同银

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1,954,175 0   

梁海华 境内自然人 1.91% 1,907,425 1,875,544 质押 1,510,000 

苏州太湖点

石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 1,8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覃有倘、龙小明及邹明为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成都德同银科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德同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

圳市德同富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股股东均为德同（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亿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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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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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立足于精密清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主营业务，不断巩固和增强公司在国内工业精密清洗行业

的优势地位，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公司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践行“科技创造高品质”和“品质第一、顾客至上、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推动

各事业部的稳步发展。公司以满足行业需求为核心，推进产品的研发，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做深度开发，保持产品始终能够满

足客户与行业的需求，帮助客户创造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改善采购、生产、内部审核、产品检验、不合格品控制、纠正与预防控制措施等制度提升产品质量，使

产品完全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公司紧密跟踪国际同行业先进企业的质量管理控制体系，在生产过程中加以研究和应

用，并不断修订和完善公司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产品质量。 

公司在培养现有人才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各类人才的引进、发掘和培养。完善培训体系，推动关键岗位人员的储备，同时有针

对性地组织各类培训等，提升业务技能及综合素质，同时也为公司带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以期达到员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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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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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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覃有倘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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