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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8-123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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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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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惠程 股票代码 0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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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扬 温秋萍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兰景路以东、锦

绣路以南惠程科技工业厂区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兰景路以东、锦

绣路以南惠程科技工业厂区 

电话 0755-82768788 0755-82767767 

电子信箱 liuyang@hifuture.com wenqiuping@hifuture.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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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17,683.86 152,278,707.77 63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889,853.78 -64,888,205.70 48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8,003,963.34 -67,846,445.71 46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11,007.91 -46,175,088.07 13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8 5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8 5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6% -5.3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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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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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1,353,654.49 3,234,129,192.61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9,450,445.45 1,349,637,156.94 30.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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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0% 84,557,366 84,557,366 质押 12,063,200 

共青城信中利宝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 35,209,953 35,209,953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2% 28,882,200 0 / / 

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17,223,762 17,223,762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 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13,128,805 13,128,805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 6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12,757,842 12,757,842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天象 5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10,507,560 0 / /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

殖保险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9,124,775 0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增盈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8,847,256 0 / / 

张景华 境内自然人 0.79% 6,500,0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信中利宝信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第一大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 9 号单一资金信托系中

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受益人的信托计划，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大地 6 号单一资金信托系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田勇先生为受益人的信托计划，前述股东合计持股 162,877,728

股，占公司期末总股本 19.85%；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张景华、张利群、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象 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张玉柱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涉及的股份数分别为

6,500,000 股、6,430,000 股、22,937 股、3,84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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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高端智能制造+互联网综合服务”双轮业绩驱动的业务发展格局，保持多元化经营、多业绩点支

撑的态势，在巩固原有电气业务产品和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并探索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新机遇，坚

定深耕高端智能制造领域之路；公司完成对哆可梦收购之后成功布局互联网文娱产业，充分发挥重组的协同效应，互联网文

娱产业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度逐步提高；此外公司投资业务在本报告期实现了良好的收益和回报，促进资本运作和产业升级的

良性互动。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2,151.7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988.99万元，分别较去年

同期提高了636.49%和485.11%，公司的业务结构和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股东实现较好的投资回报奠定坚实基础。 

1、优化升级基础业务，深耕高端智能制造领域 

公司注重科技创新，认清当前变配电行业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发展的趋势，持续关注电气业务智能

化产品的研发生产，积极投入到配电设备一二次融合及高端智能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中，成立220KV高压设备检测实验室，

推进公司电气设备产品进入更高技术要求的高压领域，在微电网和能源综合治理领域筹备立项研发并积极引入外部科研院所

和行业优质资源，提高产品的自动化、智能化、精益化，减弱产品的被替代性，增强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和黏性。公司目前

所布局的无人配送机器人致力于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有利于减少物流配送的人工数量、降低配送成本，更好适应物流

业的变革，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亦为公司深耕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契机点。 

2、互联网文娱业务发展迅猛，业绩斐然 

哆可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后，在本报告期内推出多款全新手游，包括主打魔幻未来风格的自研新游《天使圣域》、末

世废土风格的自研新游《末日撕裂者》等，自上线以来均取得不错的成绩。哆可梦注重大数据和科技创新，不断增强游戏的

人工智能交互，受到更多玩家的好评和市场的认可。哆可梦坚持“业务平台化、市场全球化、流量自有化、生态链泛娱乐化”

的发展战略，凭借高效的游戏研发体系以及精准的游戏推广渠道，以期立足于全球移动游戏研发、服务于全球移动游戏用户。

哆可梦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9,159.60万元，较去年同期22,927.90万元增长332.48%，实现净利润16,362.67万元，较

去年同期7,605.51万元增长115.14%。同时，公司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正在积极推进收购爱酷游项目，

以期整合优秀标的、资产和专业研发团队等资源，筑牢互联网文娱业务，致力于打造成为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 

3、投资业务收益良好，成功实现资本运营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公司所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通过专业化、市场化的投资运作，成功投资了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高成长性的优质标的，

部分被投项目已顺利实现退出并取得良好收益，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在报告期内择机通过调整和处置产业并购基金出资份额

方式实现盈利。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不仅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更是成功探索到用资本运营发现优质标的、促进公

司产业升级的成功道路，未来公司还将充分利用并购基金等形式，围绕公司战略发展，实现上下游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持

续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 

4、股东切实履行增持承诺，巩固控制权，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于公司现金收购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7.57%股权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

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不超过10亿元。自2018年5月28日公司股票复牌以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切

实履行增持承诺，已累计用7.675亿元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99,116,826股股份，持股比例由15.43%提高到24.49%，公司控制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有利于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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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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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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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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署页)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徐海啸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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