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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19066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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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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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激光 股票代码 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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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永刚 王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 号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 号 

电话 0755-86161340 0755-86161340 

电子信箱 bsd@hanslaser.com bsd@hansla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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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4,168,936.30 5,106,989,814.20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9,491,043.86 1,018,597,903.08 -6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6,256,297.78 785,174,183.68 -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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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834,630.81 -149,963,004.10 -31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95 -6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95 -6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12.96%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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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6,087,614.67 18,945,016,970.58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97,808,348.03 8,327,675,390.5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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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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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48% 175,891,981 0   

大族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9% 162,054,566 0 质押 160,669,997 

高云峰 境外自然人 9.03% 96,319,535 72,239,651 质押 81,150,000 

加拿大年金计

划投资委员会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2.37% 25,313,741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23,355,60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2% 20,475,400 0   

加拿大年金计

划投资委员会

－自有资金（交

易所） 

境外法人 1.47% 15,652,933 0   

UBS AG 境外法人 1.15% 12,220,247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四组

合 

其他 0.64% 6,806,558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3% 6,720,2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云峰，高云峰先生和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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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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大族转债 128035 2024 年 02 月 06 日 229,980.8 0.4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1.78% 54.63% -2.8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78 32.19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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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营业收入473,416.89万元，营业利润43,409.6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7,949.10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33,625.63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7.30%、61.00%、62.74%、57.17%。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主

要原因如下： 

      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领域：消费电子业务受周期性下滑影响报告期实现收入约8.76亿元，同比下降约17.67%。除消

费电子业务的其它小功率激光业务同比增长约7.80%，其中，显视面板行业实现收入约3.16亿元，同比增长约7.50%，部分大

客户设备交付集中在下半年；新能源电池装备行业实现收入约7.10亿元，同比增长约125.23%，大客户拓展进展顺利，但由

于竞争激烈，毛利率较低。大功率激光业务实现收入11.30亿元，同比下降5.43%，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其毛利率较去年

同期下降4.29个百分点。 

      PCB设备领域：报告期PCB设备实现收入4.22亿元，同比下降37.55%，部分客户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要求公司延迟交

付，导致PCB业务同比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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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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调整。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

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

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

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 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公司2019年度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

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等，上述调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无重

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本公司2019年4月1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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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报告期内通过设立增加合并单位3个：深圳市大族精密切割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族微加工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Hans Robot Europe GmbH.；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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