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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1                            证券简称：汇中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8 号 

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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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张力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安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霍淑贤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汇中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春华  

电话 0315-3856690  

传真 0315-3190081  

电子信箱 tshzdmb@hzyb.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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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70,974,775.29 60,018,179.91 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329,135.01 14,482,321.58 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521,635.01 13,962,548.03 2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62,202.31 2,682,478.20 -273.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486 0.0639 -17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7.87% -2.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77% 7.5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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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669,611.56 221,870,122.70 9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404,474,180.67 186,948,645.66 1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4.2133 4.4512 -5.34%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500.00  

合计 807,50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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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3% 35,833,734 35,833,734   

王永存 境内自然人 11.20% 10,748,572 10,748,572   

北京信捷和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3,428,572 3,428,572   

苏志强 境内自然人 3.46% 3,322,286 3,322,286   

董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4% 2,442,858 2,442,858   

刘健胤 境内自然人 2.44% 2,338,628 2,338,628   

张继川 境内自然人 2.34% 2,247,428 2,247,428   

许文芝 境内自然人 2.29% 2,194,286 2,194,286   

刘春华 境内自然人 2.24% 2,149,714 2,149,714   

李志忠 境内自然人 2.19% 2,104,114 2,1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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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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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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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年1月23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标志着公司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报告期

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制度要求，不断优化内部控制机制，加强经营管理，确保公司稳健持续发展，同时给予投资者合理的

投资回报。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完成了股

本转增以及对投资者的股利分配，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度增长。 

公司超声热量表、超声水表、超声流量计市场稳步增长，供热计量、供水计量及工业过程控制三大领域市场保持着稳定增长。

在国家全面推行供热计量改革的政策推动下，公司在巩固现有北方15省、直辖市、自治区销售区域基础上，大力拓展客户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热量表市场持续稳健发展。同时，公司在大力开拓原有大口

径超声水表基础上，逐步推广小口径超声水表，该产品具有比其他类型水表更高的稳定性，完全满足目前国内阶梯水价及一

户一表改造的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超声水表销售加快。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精确把握各季度市场需求及价格走势，根据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紧紧围绕公司经营目标，实

现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97.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26%，主要系公司业务订单同比

增加所致；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5.04%，主要系公司加大销售力度销售费用

同比增加所致；营业利润1,75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2.91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6.56%，主要系公司加大销售力度销售收入及增值税退税款同比增加所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有所减少，主

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楼栋超声热量表 7,820,524.78 2,155,220.63 72.44% 15.93% 8.64% 1.85% 

户用超声热量表 31,571,368.40 18,042,024.01 42.85% 18.85% 10.49% 4.32% 

超声水表 16,793,390.19 5,087,724.71 69.70% 9.46% 10.42% -0.27% 

超声流量计 10,495,343.52 2,499,862.95 76.18% 32.35% 29.80% 0.4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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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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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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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