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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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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懋科技 60330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少琳 郑冰华 

电话 0592-7795188 0592-7795188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

山路69号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

山路69号 

电子信箱 ab_nancy@hmtnew.com ab_nancy@hmtnew.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477,810,859.65 1,571,731,170.68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76,267,889.00 1,299,868,256.49 -1.8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7,527,118.97 103,085,784.87 81.91 

营业收入 443,856,896.50 382,234,143.39 1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540,361.08 117,429,286.64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566,815.74 115,257,536.09 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14 10.29 减少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56 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 0.56 3.5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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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KINGS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

人 

59.27 126,787,500 126,787,500 无   

厦门懋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5 11,025,000 11,025,000 质押 7,56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7 2,083,013 0 无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

－民生通惠通汇 2号资产

管理产品 

未知 0.75 1,596,84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未知 0.70 1,507,004 0 无   



司－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黄丽敏 境内自

然人 

0.69 1,466,649 0 无   

董敏 境内自

然人 

0.36 763,1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5 743,640 0 无   

洪方 境内自

然人 

0.33 705,000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3 700,07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对于中国汽车市场来说，今年上半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受国家购置税政策调整的影响，去年

车市整体消费力透支严重，加上今年前 2 个月又受春节影响，车市受到的压力比预期要大。因此，

从今年一开年便维持低迷走势，前四个月总体表现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

采取官方降价、购置税补贴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很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

市场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5 月份，才逐渐迎来回暖迹象，但笼罩在中

国车市周围的寒潮仍未完全散去。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乘用车共销售 1,125.03 万辆，同比

增长 1.61%，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 7.62 个百分点。 

作为中国乘用车销售的主力军，中国品牌乘用车 2017 上半年共销售 493.95 万辆，同比增长



4.33%；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3.90%，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1.14 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德系

销售 227.52万辆占比 20.22%、日系销售 198.92万辆占比 17.68%、美系销售 135.17万辆占比 12.01%、

韩系销售 43.09 万辆占比 3.83%、法系销售 18.84 万辆占比 1.67%。因此，中国品牌的对于中国的

乘用车市场而言，肩负着“走量”的艰巨任务。 

 

 

从该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品牌吉利夺冠，位列 2017 上半年中国品牌销量排行榜前十名的品

牌分别为：吉利、宝骏、哈弗、长安、传祺、奇瑞、比亚迪、荣威、长安欧尚、江淮。而此前荣

登 2016 年中国品牌销量排行榜前三名的品牌分别为：哈弗、长安、吉利。如今，吉利凭借 53.11

万辆的成绩完美逆袭，以同比 89.08%的增幅稳坐 2017 上半年中国品牌销量排行榜冠军的宝座。 

上半年轿车乘用车品牌销量前十的朗逸、捷达、速腾、桑塔纳、宝来；SUV 品牌销售量前十

的哈弗 H6、传祺 GS4、途观、博越、哈弗 H2 、长安 CS75、宝骏 510、宝骏 560；MPV 品牌销

售量前十的五菱宏光、宝骏 730、别克 GL8、瑞风 M3，上述车型均有使用公司的面料或气囊袋。 

报告期内，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43,856,896.50 元，同比增长 16.12%，增速比 2016 年

同期减缓 3.73%，完成全年 10 亿元营收计划的 44.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540,361.08 元，同比增长 6.06%，利润增速减缓，主要是受产品价格下降、原料成本上升、人

工折旧费用增加的影响；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59 元，同比增长 5.36%。 

公司上半年的设备设计产能为 1,260 万米，报告期内实现产能 1,135 万米，产能利用率

约 90.08%。 

公司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定增项目汽车被动安全系统部件扩建项目的建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对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残值率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具体详见公

司 2017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5）。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议，原因是原来执行的净残值率已不能合理反映

公司固定资产实际状况，决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残值率进

行会计估计变更调整，调整后的固定资产残值更趋合理，更能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增加计提折旧 291.27 万元，减少 2017 年上半

年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278.65 万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