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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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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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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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华光新材 68837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岭 李美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勾庄工业园小洋

坝路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勾庄工

业园小洋坝路

电话 0571-88764399 0571-88764399

电子信箱 huling@cn-huaguang.com limeijuan@cn-huag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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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899,125.35 802,288,882.53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9,183,575.59 507,212,629.01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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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78,326.37 -128,825,386.85

营业收入 344,383,391.91 372,286,270.36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970,946.58 28,859,880.11 -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597,608.82 25,861,439.59 -28.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4 6.24 减少2.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4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44 -25.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3.56 3.38 增加0.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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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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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 件的股

份数量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金李梅 境内自然

人

49.67 32,780,000 无 0

王晓蓉 境内自然

人

9.5 6,270,000 无 0

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 14.17 9,350,000 无 0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9.17 6,050,000 无 0

杭州城卓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33 2,200,000 无 0

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 1,650,000 无 0

浙江斗岩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7 1,760,000 无 0

嘉兴巴富罗一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2 3,432,000 无 0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4 1,584,000 无 0

刘鹏 境内自然

人

0.9 594,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金李梅持有通舟投资 90%的股权，为通舟投资的

控股股东、董事长。2、股东王晓蓉任通舟投资的董事并持有

通舟投资 10%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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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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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一季度，受国内疫情防控期间影响，产业链上下游延迟复工，3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

蔓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大幅度下跌，公司一季度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4月份以来公司的产能与销量逐步恢复，国内市场的销售稳步提升。虽然海外市场拓展因疫

情受到影响，但也有国内原先采购进口焊料的客户转向国内采购的新订单机遇。公司在当下这样

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环境下，以公司发展战略的有效落地实施为目标进一步夯实公司核心竞

争力，练好内功，不断加速研制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持续做深原有市场并积极拓展新的应

用领域。

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产销量逐步恢复，6月份超过了去年同期，2020 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438.34万元，同比下降 7.5%，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2197.09万元，同比下降 23.87%。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巩固并提升现有市场份额，加大对新客户、新领域、新产品、新市场的销售

公司受疫情影响，在第一季度大幅下滑的压力下，紧密关注市场动向，聚焦公司战略目标，

进一步强化与客户的战略关系，同时拓展新客户、新领域和新产品，巩固并提升了现有的市场份

额，6月份销售有明显回升。报告期内空调制冷行业保持稳定的供货比例，电机产业的销量保持

增长。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开展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应用于 5G滤波器的银浆、钎焊膏、铝基复合钎料、系列药芯和药皮钎

料、系列节银钎料等新产品。开发出的薄膜开关银浆、应用于微波炉专用介电陶瓷电容银浆实现

量产，金刚石刀具用低银银钎料和电热元件用高流动性银钎料实现批量应用。

公司推行首届华光科技节，建立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论文为重点的知识产权体系，

充分调动员工的创新创造积极性。持续优化研发体系，学习应用 IATF16949:2016汽车行业质量

管理标准，并导入 PLM系统，促进研发端与市场端紧密握手。完成焊接实验室的组建和运行，

有效提升新品验证的效率，加快新品研发及推广的速度。

3、坚持“夯实基础管理，致力提质增量，专注安全智造，全员高效执行”的生产管理方针不动摇

聚焦“质量好、服务好、运作成本低、环境友好”的管理目标，并坚定“品质为纲”为基石，以

销售为车头，以技术为驱动，以品质为轨道，以生产为轮毂，打造产品质量好、交付快的华光品



牌；推行精益生产，优化车间物流动线；提高多点工序的设备自动化水平；并借力于 IATF16949

标准的导入建立基于技术驱动的生产运营管理体系，着重实施数据信息系统和自动化、精益生产

的全面升级。

4、同舟共济，积极抗疫

公司始终重视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工作，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公司按照政府部门的指导要

求， 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准备，作为杭州市第一批核准复工的企业于 2月 10日全面复

工。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为客户及时供货，满足订单需求，保障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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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要求，公司自本会计年度起即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准则， 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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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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