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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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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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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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鸿合科技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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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55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晓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C 座 C1104 室

电话

010-62968869

电子信箱

dongban@honghe-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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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24,785,966.87

1,813,218,494.52

11.67%

112,622,867.29

105,671,005.61

6.58%

93,298,997.30

87,419,604.43

6.73%

-216,971,462.90

255,761,188.76

-18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1.03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1.03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3%

13.84%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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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0,589,724.40

2,155,356,410.24

9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3,220,500.56

909,053,439.00

1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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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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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成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7.57%

24,107,529

24,107,529

王京

境内自然人

14.27%

19,578,077

19,578,077

邢正

境内自然人

13.76%

18,888,643

18,888,643

张树江

境内自然人

12.23%

16,784,997

16,784,997

EAGLE
GROUP
BUSINESS

境外法人

7.29%

9,999,999

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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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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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共青城富视创
业投资管理合 境内非国有法
伙企业（有限合 人
伙）

3.60%

4,940,000

4,940,000

鸿运（天津）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管理咨询中
人
心（有限合伙）

2.60%

3,564,750

3,564,750

苏州冠新创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中心（有限
人
合伙）

1.38%

1,900,585

1,900,585

赵红婵

1.04%

1,423,055

1,423,055

0.75%

1,023,392

1,023,392

境内自然人

泰安市茂榕高
远股权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
金合伙企业（有 人
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邢正、邢修青、王京和张树江为一致行动人。邢修青先生与邢正先生为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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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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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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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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交互显示产品及智能视听解决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多媒体电子
产品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信息交流和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光电显示和成像、触控、信息传输和处理、电子电路、
人机交互、云计算和大数据、智能视听解决方案等软硬件技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形成了以智能交互平板、电子
交互白板、投影机、视频展台等智能交互显示产品为基础，以智能视听解决方案为拓展和延伸的多媒体电子产品业务线，是
智能交互显示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聚焦于主业，坚持“自有技术、自有品牌、自主制造、服务教育”
的发展思路。
（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工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39号）核
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43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全部为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发行价格为52.41元/股，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79,818.71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169,158.38万元。已于2019年5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
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二）报告期公司的主要经营指标及盈利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02,478.60万元，同比增加11.67%，实现利润总额13,154.32万元，同比增加7.78%，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11,262.29万元，
同比增加6.58%。
报告期内，
2019年1-6月公司研发投入为8,416.55万元，
占营业总收入的4.16%。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计413,058.97万元，负债合计139,967.8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271,322.05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33.89%。
（三）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2019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1、教育信息化迈入2.0时代，公司深耕教育行业，致力于推出新时代主流信息化产品
教育信息化经过从无到有的1.0阶段探索实践，以“三通两平台”为核心，改善教育机构基础设施水平，布局设备、软件、
内容等产品资源，提升师生技术应用能力，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已初步显现。2018年4月，教育部在国家教育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即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
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教育信息化迈入2.0时代，将更加注重软件、平台、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建设。2019年2月，
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
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并提出确保财政一般预算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低于4%。同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也提出以
信息化手段服务教育全过程，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互联网+教育”支持服务平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及财政
性教育经费的保障，为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不断推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的推
动教育形态走向智能化和智慧化。公司顺应潮流，积极研发新一代主流产品。2019年4月28日，公司独家冠名“第76届中国

4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教育装备展”中推出的“智能交互黑板”采用全贴合、纳米电容触控、178°广视角、广色域和蓝光护眼等诸多创新技术，得到
市场极大关注。同时，公司还推出“智慧教室”解决方案，利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深度融合，由一系列智能交互设备和交互教学
软件无缝对接，将教与学充分融合，贯穿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的全流程，为师生带来全新教学体验。

智能交互黑板

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国内K12体系内的中小学校销售，2019年开始公司进一步向高校、幼教、培训机构等非K12教育市场
拓展。截止2019年6月末，“鸿合HiteVision”智能交互产品累计装机约230万台/套，成为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知名品牌。与此
同时，教育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公司依托Newline的品牌知名度及定制化的产业能力等多重因素，推动境外教育行业的出
货量持续上升。
2、海外市场空间巨大，公司力争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海外的教育市场在政府长期计划支持、学校需求稳定增长的背景下具有良好的前景，市场可拓展范围较大。北美、欧洲
和亚洲多国政府重视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先后启动了相关项目并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学校对智能交互显示产品的采购和应用，
一直是公司重点拓展的战略要地。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智能交互显示产品的接受度高，产品进入学校的时间早，市场
相对成熟，对产品质量和技术的要求高。虽然市场规模相比国内市场较小，但由于销售价格高，因此利润水平较高。整体市
场销售量稳定增加，且有较高的更新换代需求。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强。由于其人
口基数大，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和教育信息化投入增多的特点，发展中国家教育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新市场的拓展
潜力较高。
公司将依托品牌优势、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逐步增强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的市占率。
3、坚持品牌战略，积极开拓国内商显市场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等机构组织需要通过有效通讯协作和交互提升运营效率。智能交互平板产品集
成电脑、投影机、触摸屏、电子白板等产品功能，能够满足视频会议、多方通信、共享白板、文件传送、应用程序共享等需
求，为用户带来显示、交互、协同的一体化体验。在上游面板行业供应充足、用户年轻化、产品功能不断升级，满足用户体
验需求的多重因素推动下，
以智能交互平板为核心产品的国内商显市场快速增长。商用智能交互平板在商务办公、
政务工作、
远程医疗、教育培训等领域越来越受到用户青睐。
2019年4月11日公司召开商显新品发布会，将培育多年的国际品牌Newline引入国内市场，Newline品牌将凭借在海外丰
富解决方案经验，良好的品牌信誉度和渠道脉络，加速在国内商用平板市场的开拓步伐。Newline的商显市场开发上将突出
渠道开发，行业客户开发和网络销售三种模式。2019年7月1日，公司与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
出了“人民日报党建会议屏”，共同开发党建信息化产业。
4、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面对快速发展的行业环境以及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公司加大了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核心技术的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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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结合公司“研产一体化”的产业优势，将不断强化产研一体化的研发体系。2019年1月8号，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等共同主导的“笔式人机交互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正式获颁“2018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9年7月，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共同成立“自然人机交互技术联合实验室”，重点研发面
向教育应用等智能交互显示行业的新一代技术。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实力，围绕“自然人机交互”核
心技术，提升软硬件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
2019年7月11日，公司在广东东莞的超大尺寸薄玻璃物理钢化炉产线成功实现量产。作为公司2019年重点投入，联合攻
关，反复试验的关键部件高端制造项目，超大尺寸薄玻璃物理钢化炉产线是公司通过高端制造提高产品性能和品质，保持行
业领先地位的标志之一。
5、公司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
公司将以战略发展为核心，有效利用信息化管控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公司力争在未来两年建立科学的战略管理能力，
专业化的组织管控能力，集成的研发能力，精细化的成本控制和财务分析能力，卓越的供应链管理和实施能力以及适应战略
发展的人才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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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京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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