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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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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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宏和科技 60325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新娥 陶静 

电话 021-38299688-6666 021-38299688-666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秀沿路

123号 

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秀沿路

123号 

电子信箱 Honghe_news@gracefabric.com Honghe_news@gracefab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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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859,567.77 1,895,423,004.53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26,357,348.21 1,425,400,840.6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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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5,699.35 89,969,216.46 7.89 

营业收入 306,975,504.64 325,927,589.67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163,032.10 60,668,696.94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744,766.29 57,971,841.18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0 5.50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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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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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益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75.01 658,405,037 658,405,037 无 0 

UNICORN   ACE LIMITED 境外法

人 

3.28 28,805,220 28,805,220 无 0 

SHARP   TO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

人 

3.28 28,805,220 28,805,220 无 0 

INTEGRITY   LINK LIMITED 境外法

人 

2.81 24,690,190 24,690,190 无 0 

上海嘉茵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4 12,600,302 12,600,302 无 0 

上海澄华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9 11,302,471 11,302,471 无 0 

上海雄昱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0 9,614,030 9,614,030 无 0 

上海力章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94 8,230,064 8,230,064 无 0 

上海台宣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3 6,426,154 6,426,154 无 0 

朱彬 境内自

然人 

0.30 2,590,15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远益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



洋先生及其女儿 Grace Tsu Han Wong 女士，SHARP TONE、

UNICORN ACE、INTEGRITY LINK 系 Grace Tsu Han Wong 女

士 100%持股的公司，上述四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嘉茵

投资、澄华投资、雄昱投资、力章投资、台宣投资为公司

及宏仁企业集团内公司的董事、高管、员工等持股，与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朱彬先生为境

内自然人股东，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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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697.55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5.81%；实现净利润 6,416.30 万
元，同比去年增加 5.7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6.30 万元，同比去年增加 5.76%，
实现每股收益 0.07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74.48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0.39 %，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74.48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0.39 %，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 0.07 元。 

2020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19.79 亿元，同比增加 31.16%；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26 亿 
元，同比增长 25.76%；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同比减少 1.10 %。 

 

2020 年上半年国内玻璃纤维市场延续上一年供过于求、供需格局失衡的趋势，产品价格相对

降低，市场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且全球经济形势仍旧错综复杂，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

摩擦持续。公司所在的玻璃纤维行业由于受到行业内产能快速集中扩张以及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面对上述不利市场环境，公司加大产品推广力度，提高人员工作效率，采

取成本降低措施，稳定产品质量等措施来应对。 

 

在公司经营方面，年初受春节假期因素的影响，经济环境不景气，市场需求较为平淡，加上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国内部分下游客户停工停产，市场需求情况不容乐观。随着政府采取

序列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国内经济和生产逐步恢复。随着国外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面爆发，国外部分下游客户停工停产较为严重。面对国内外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公司迅

速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力度推广高频高速产品、低介电布产品、极薄布产品，内

部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提前规划、提前预防，实施节能减耗等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并开展内



部教育训练来提高人员的工作效率，鼓励员工持续创新。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在“节能增效、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坚持稳

定生产和持续创新。充分发挥质量管理体系优势、人员绩效管理优势，重点抓好生产和经营管理，

稳定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能力，实施薪酬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人

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依据客户要求灵活调配产品结构，快速响应客户的需要，精准服务。经过

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共克时艰，公司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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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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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