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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3                      证券简称：万通智控                 公告编号：2018-072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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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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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智控 股票代码 3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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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滨 李滨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电话 0571-89181292 0571-89181292 

电子信箱 lb@hamaton.com.cn lb@hamat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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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65,665.70 153,880,444.26 -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31,409.90 18,687,695.78 -3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330,251.65 18,967,235.38 -5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43,758.29 18,398,741.46 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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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6.77%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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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366,656.78 479,015,670.55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2,374,461.93 412,726,620.41 -2.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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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通智控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5% 100,495,279 100,495,279   

杨富金 境内自然人 7.90% 15,801,547 13,349,660 质押 9,302,500 

杭州凯蓝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 8,102,316 0   

杭州青巢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 5,708,043 0   

方汉杰 境内自然人 2.49% 4,981,962 3,736,471 质押 4,210,000 

杭州瑞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4,166,700 4,166,700   

杭州瑞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3,333,300 3,333,300   

姚勇杰 境内自然人 1.22% 2,440,681 0   

张黄婧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黄瑶芳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黄瑶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之妻；张黄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与黄瑶芳之女；

张健儿为万通控股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瑞儿投资、瑞健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

儿控制的企业。姚勇杰为凯蓝投资及青巢投资之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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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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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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也正式拉开。公司继续坚

持稳中求进，直面困难和挑战，综合施策，积极应对，积极开拓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和海外

市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796.57万元，较上年下降 1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63.1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37.76%。由于 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维持高位导致成本增加，2018 上半年公司毛利 25.35%，比上年同

期 32.84%下降 7.49%，直接导致利润减少 1,033万元。以上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7.76%。公司 2018年上半年在美国

地区营业收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 50%，如果美国政府 “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继续扩大征收范围，将

对公司在美国地区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100万套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套装、750万个TPMS传感器、1800万支TPMS气门嘴及研发中

心的建设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气门嘴、TPMS自动化生产线优化升级，为今后提升公司产品的自动化率、

提升整体生产工效打下良好基础。 

（2）积极拓展营销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积极主导和参加各类展会，强化市场推广工作，保证品牌优势，公司产品的销

售实现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德国科隆轮胎展，向国内外客户展示万通智控的企业形象及产品技术，为进一步开

拓国际市场、开发客户建立了基础。通过会展期间的调查和观察，公司收集到新老顾客的信息，准确地了解国内外最新产品

和发明的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等，从而积极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以及产品的研发和改进。 

随着国内汽车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整车制造商对TPMS系统的需求正逐步扩大，对技术领先的TPMS供应商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对此，公司持续开拓TPMS，对国内各区域销售经理开展定期培训，不断开发国内其他整车制造商客户。  

目前公司在美国设立子公司Hamaton Inc.，在英国设立子公司Hamaton Ltd.，公司持续加强与客户、终端销售商的沟通，

收集汽车市场前沿信息，了解欧美TPMS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动态更新升级TPMS产品，保持与主流新车型协议同步，并

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在加强与现有国外客户合作的同时，继续开发其他国外客户，并寻找进入国外OEM市场和兼并重组

的机会。 

（3）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研发项目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增加研发投入，TPMS产品方面，公司分前装TPMS、售后替换TPMS、针对商用车的智能轮胎全生

命周期管理系统、售后套装TPMS产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双频可编程TPMS传感器，捆绑式气门嘴TPMS系统等有了新的突

破；气门嘴产品方面，公司重点研发不同类型的TPMS气门嘴、以及提升橡胶气门嘴整体性能。 

（4）加强内控建设及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构的合

法运作和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创造了董事、监事、高管充分了解并

履行职责的环境。同时，公司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修订完善了公司的制度。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工作制度，严格遵守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公平性，积极规范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投资者关系维护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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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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健儿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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