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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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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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 600751 天海投资、天津海

运、S*ST天海、SST

天海、S天海、*ST

天海、ST天海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科B 900938 天海B、*ST天海B

、ST天海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涛 闫宏刚 

电话 022-58679088 022-58679088 

办公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43号 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43号 

电子信箱 600751@hna-tic.com 600751@hna-ti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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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58,701 127,716,466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852,860 13,871,36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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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8,939 4,734,488 -39.61 

营业收入 151,987,127 156,992,764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3,448 139,214 2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8,038 78,277 45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7 1.03 增加2.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64 0.0480 22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64 0.0480 2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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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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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76 602,006,689 0 质押 602,006,68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三号 

未知 14.33 415,565,400 0 无   

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19 266,436,596 0 质押 266,436,596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

银基金财富 15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3.23 93,582,679 0 无   

方正富邦基金－华夏银行

－天海定增 2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69 20,080,805 0 无   

彭根强 未知 0.65 18,937,900 0 无   

张家玮 未知 0.46 13,432,573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10,613,347 0 无   

万林龙 未知 0.23 6,770,000 0 无   

满润琪 未知 0.18 5,204,3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新华物流为海航科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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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积极探索发展转型，结合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行业发

展，公司聚焦主业不断做大做强 IT 供应链及技术解决方案业务，持续加大对未来技术趋势业务的

投入，聚焦运营效率提升及高利润业务的扩大。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未对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将持续做好各类防疫工作。 

（一）核心业务保持稳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20 年上半年，英迈国际实现收入 216.14 亿美元，净利润 2.32 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加

32.84%。受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影响，2020 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居家办公需求快速增长，

英迈国际技术解决方案中的商业消费模块业绩提升。同时，英迈国际积极管控运营成本，降低人

工成本及渠道费用，核心运营指标同比稳步提升，收入规模、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均处于行业前

列。 

2020 年上半年，英迈国际在全球获得多个最佳分销商的荣誉，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疫情导致美国及加拿大地区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英迈国际还发布了针对合作伙伴的新一期授

信计划，额外对 2000 多家北美地区的渠道分销商追加 1.1 亿美元的授信。 

（二）加快云服务及其他高利润业务的布局及投入 

随着企业的云产品 IT 支出快速增长以及云计算技术的不断成熟，企业级云服务需求未来将会

出现激增。英迈国际的云服务业务收入已经连续三年同比增长超 20%，2020 年还将不断加大对于

云服务的投入，并专注于增强 CloudBlue 平台的业务复购率及用户基数的扩大，进一步推动托管

服务及增值服务业务的增速，促进交易从 Odin/Ensim 到 CloudBlue 的平台转换。此外，还将重点

发展高阶技术解决方案组合、电子商务服务、全球 IT 资产处置等高利润业务。 

（三）积极参与参股公司治理 

公司参股公司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拥有 AAA 评级的担保公司，



2020 年继续保持国内所有 7 家主流评级机构授予的 AAA 评级且评级展望稳定。经过近几年的积极

开拓，中合担保在债券增信这一高端业务领域已经占据显著市场份额，债券担保余额在所有担保

增信机构中继续排名第三。 

公司高度重视重要资产的管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合法合规参与中合担保经营决策，保障

公司利益。 

（四）其他业务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积极盘活存量物业资产，不断拓展房产租赁渠道，目前已经对外出租天

津地区房产，用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扩大盈利空间。 

（五）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行业及公司治理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顺利完成第十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六）公司发展获得市场认可 

2020 年 7 月 27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海航科技位列中国

上市公司 500 强榜单第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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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