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71                           证券简称：汇中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2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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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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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中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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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鹏  

办公地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西道 126 号  

电话 0315-3856690  

电子信箱 tshzdmb@hzyb.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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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52,538.50 68,632,387.91 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746,186.16 10,994,412.75 8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924,979.50 10,110,211.67 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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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76,451.62 -20,987,424.68 8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54 0.0916 9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54 0.0916 9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2.0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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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018,744.08 653,813,290.56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1,288,530.63 601,934,209.21 -3.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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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新 境内自然人 37.88% 45,453,967 34,090,476   

王永存 境内自然人 11.21% 13,455,715 10,091,787 质押 783,000 

董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4% 3,053,572 2,290,179   

刘健胤 境内自然人 2.44% 2,923,285 2,192,464   

张继川 境内自然人 2.38% 2,854,885 2,141,164   

许文芝 境内自然人 2.38% 2,853,458 2,098,844   

苏志强 境内自然人 2.34% 2,802,857 2,342,143   

李志忠 境内自然人 2.19% 2,630,143 1,972,608   

王健 境内自然人 2.16% 2,595,000 1,946,250   

王立臣 境内自然人 1.99% 2,385,858 1,789,3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许文芝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力新为配偶关系，系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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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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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紧紧围绕发展战略规划，积极贯彻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目标。公司专注于超

声测流领域，深度挖掘行业发展潜力，以研发创新、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为驱动力，着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在公司全体同仁

的共同努力下，集中产品优势，重点以供热计量领域、供水贸易结算领域、工业企业的工艺计量与过程控制领域为目标开拓

市场。在供热市场进入调整期，公司超声热量表销售略有下降的情况下，经过2017年调整产品结构后，2018年上半年超声水

表和超声流量计的销售量持续增长。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085.2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81%；公司在确

保销售收入的增长的同时积极实施产品结构战略，盈利能力强的产品结构比重上升，使得公司总体利润率增加，公司2018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074.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8.70%。 

主要业务回顾： 
（1）企业管理方面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经营风险和管理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规范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

制度的执行力，强化风险防控理念，在财务管理、销售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不断推

出各种适宜的实施细则，对人员结构配置进行了调整，使之更适应公司高速发展的节奏，强化了反馈和问责机制，为了配合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对考评体系的实时性和有效性进行调整优化，使得公司的管理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考

核体系更加完善。 
（2）市场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在积极参与中外知名行业展会的同时，着重建设公司系列超声测流产品及

相关系统解决方案的平台化服务体系，销售产品的同时，解决客户对产品设计方案的进一步需求，把公司销售产品的维度向

更深更广的层次挖掘。这种新的销售模式得到了广大客户的关注和认可，在超声水表和超声流量计的销量上表现明显，公司

力争持续领跑超声测流领域，用卓越的产品和创新的技术，为全球节能供水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司全力推广基于NB-IoT技术的超声测流产品在智慧供热系统、智慧供水系统和水资源监测系统等各领域的应用，

NB-IoT技术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在销售人员队伍建设上，通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薪酬考核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留住人、管好人、引进人的三步

走战略，形成梯队化人才结构，强化以经营理念进行市场营销活动，不断提升营销队伍水平，开创崭新的营销局面，从而确

保公司销售额的不断增长。 
（3)产品生产及材料采购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部门继续坚持走以阿米巴模式管理模式为基础的适合公司自身情况的汇中模式，秉持收入最大化、

支出最小化、改善工作流程、化繁为简的原则，优化组织结构，合理调配公司内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以数据跟踪考核部门

运行情况，实现全员参与经营的目标，培养了管理人员的经营意识。生产部门通过技能比武、知识竞赛等多项活动激励员工，

激发员工改进工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此外，生产部门通过培训提高员工操作技能和

质量意识，转变员工的思想观念，质量工作由以前的质量监督转变为质量管理，让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全面质量管

理。报告期内生产部门对安全管理工作常抓不懈，进一步加强安全巡检的力度，做好隐患排查工作，以全员培训、消防演习、

竞赛、演讲等形式向员工普及安全知识，建立标准化的设备操作规程，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报告期内采购部门根据产品设计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对生产原料进行对比筛选，通过竞价、比价、谈判等方式进行

物料采购，降低了采购成本。结合设计部门的优化设计方案，推进精益管理向多层次纵深方向开展，保持了适宜的库存，提

高了库存管理的质量。 
（4）技术研发方面 
重视产品的产业化设计，不断拓宽应用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积极跟进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拓

宽产品应用领域，同时为各项新研发产品的产业化提供技术保障。基于NB-IoT技术的智能型大口径超声仪表研发成功并实

现了批量投产，不锈钢焊接工艺，不仅实现节能降耗，同时实现了柔性化定制生产；海外市场方面，基于LWM2M协议的超

声水表澳大利亚三大运营商（Telstra、Vodafone、Optus）联调成功，同时取得了SCL-61H户用超声水表的澳洲WaterMark证
书，为产品在澳洲推广应用提供了质量保障，并实现了首批商用订单的交付；基于NB-IoT的直饮水超声水表实现订单交付，

全新不锈钢测量管段设计，保障直饮水安全卫生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产品在极低流量下的测量准确度和稳定性。 
陆续开展的基于NB-IoT（多模版本）、基于LoRaWAN、基于Sigfox等无线技术的产品开发，拓展产品在物联网领域的

应用。在系统平台搭建方面，汇中智慧供水平台的营销服务系统经过多项测试后已成功上线，实现了汇中智慧平台集数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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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分析和收费管理于一体，完善了汇中的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通过上述活动表明，公司产品研发不但持续的跟踪引领行业应用的高新技术，积极解决行业应用难题，同时不断的改进

产品工艺，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有效地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 
（5）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对组织结构进行了必要调整，一是在原总工程师办公室基础上成立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该实验室正在申请国家认证；二是将生产制造中心下设各部门进行调整，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三是将财务部

划入行政管理中心。调整后，公司一级部门包括：市场营销中心、生产制造中心、行政管理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和检测和校

准实验室。在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将岗位和职级进行了重新划分，形成了生产制造类（Manufacture）、

行政支持类（Administration）、技术研发类（Reseach&Development）和市场销售类（Sales）四个岗位类别，在每个类别中

均设定五个级别，形成了四类五级的矩阵型岗位职级体系（MARS）。通过一系列调整，使公司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员工

发展路径等更加科学合理，为提高整个公司的管理水平，保障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公司超声测流产品智能制造车间项目建设方面 
截止到2018年半年报发布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购得土地33699.44平方米，并于2018年5月30日取得该地块《不动产

权证书》，于2018年6月4日取得该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8年6月29日取得该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于2018年7月18日取得该地块《建筑工地施工许可证》。按照项目规划公司尚有约4000平方米的土地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约占整个规划建设面积的10%左右，公司会加紧办理该剩余地块的相关手续。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销量的快速提升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将成为超声测流产品智能制造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一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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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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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