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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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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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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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自强 朱 琳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二楼董

事会办公室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二楼董

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5-87069033 0575-87069033 

电子信箱 gfoffice@hailiang.com gfoffice@hailia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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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4,918,932.99 23,347,742,393.22 4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2,063,515.52 363,572,485.72 7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3,915,314.60 231,605,864.30 10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1,046,166.04 1,490,856,556.85 -258.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3 0.1908 69.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33 0.1665 10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5% 3.78% 2.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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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30,401,389,972.08 26,119,603,605.23 1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38,125,363.72 9,837,821,955.45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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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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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6% 746,634,428 61,804,697 质押 351,907,553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10.84% 213,213,964 0   

浙江海亮慈善

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1% 100,408,200 0   

冯海良 境内自然人 3.04% 59,840,466 0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安文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46,000,000 0   

陈东 境内自然人 1.73% 34,090,938 25,568,203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30% 25,474,216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8% 25,231,977 0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13% 22,148,160 16,611,120   

杭州久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久盈价值增

强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20,828,63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冯海良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杨林先生系冯海良先生外甥、

朱张泉先生系冯海良先生配偶的弟弟；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95,734,428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46,634,4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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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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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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9 年浙江

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海亮转债 128081 2019 年 11 月 21 日 2025 年 11 月 21 日 300,621.69 0.006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4.76% 60.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7,391.53 23,160.5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58 4.59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变种病毒传播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

造成负面影响，后续发展演变存在诸多变数。同时，随着疫苗接种的持续推进，各国经济重

启，消费回暖带动铜加工行业景气度回升。但铜加工行业仍存在结构性问题，期间 LME 铜价

创历史新高并保持高位运行，这对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相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

周转及生产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在此形势下，公司通过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技术全面应用，实现铜管产能

低成本扩张，助推公司持续快速增长，行业头部地位显著增强。在稳固传统优势应用领域的

基础上，根据客户需求，积极研发新型产品，拓宽应用领域，抢占高端市场。同时，公司通

过技术与业务创新，全方位着力减碳增效，助推行业低碳发展，并通过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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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优化行业竞争格局，引领行业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铜及铜合金等有色金属加工产品销售数量 47.54 万吨，同比增长

19.03%；实现主营业务营业收入 234.30亿元，同比增长 52.22%；实现利润总额 7.75亿元，

同比增长 71.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亿元，同比增长 71.1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1、科技赋能，助推公司持续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以现有研发体系为基础，重点聚焦铜基合金研

究、制备技术研究、装备技术研究等领域，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设备

制造、工艺技术和高端产品等新项目落地。公司申请了《七流水平连铸设备》等专利 38项（其

中发明专利 9 项），获得了《用于成品退火炉铜管内壁吹扫的快速接头》等专利证书 17 项。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专利 58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8 项（含国际专利 88 个）。上半

年，公司主起草或参与起草了《铜合金无缝盘管》等 7 项国家行业标准。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亮环材入选工信部第三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精密铜管低碳智能制造技术首条生产线已投入试运

行，各项运营指标均达到设计预期。2021年 7 月，该成果通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鉴定，

综合评价结论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公司智能化无人紫铜管件生产车间二

期、挤压合金铜管自动化高效生产线、多规格自动化连铸铜合金棒生产线、自动化高端精密

挤压铜合金棒生产线等一批自主研发且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今年可

投入生产。 

2、国际领先技术全面应用，行业头部地位显著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已规划在 2024 年底前分批对已建、在建、新建的铜管生产线（含募投

项目）以第五代连铸连轧精密铜管低碳智能高效生产线标准进行淘汰、改造的升级（合计 13

个项目），新增投资金额约 76400万元。根据公司可行性研究测算，该成果全面应用后，公司

精密铜管生产能力由 79.8 万吨增加至 131 万吨，经营业绩在现有基础上增长超 14 亿元，生

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综合成本大幅下降，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行业头部地位显著增强。 

3、拓宽应用领域，抢占高端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固现有传统优势应用领域的基础上，顺应市场需求，积极研发新产

品、拓宽应用领域，主营产品已进入新能源汽车、5G通信、半导体、军工、风电等新兴行业

产业链，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公司生产的异型铜排、微通道铝扁管、铝合金口琴管等

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T2 盘管应用于 5G 通信领域；高精度紫铜直管、高精密铜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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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棒、无氧铜排、热管等产品应用于半导体、芯片、消费电子领域； B10/B30白铜管应用于

军工舰船领域；T2紫铜排应用于风电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海水淡化、工业系统、铜水管等领

域的产品销量近 4万吨，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64.08%，17.70%、39.60%、28.47%、16.05%。 

4、着力减碳增效，实现绿色发展 

公司最新研发低碳智能高效生产线，通过燃气竖炉连续熔炼、精炼、水平连铸、退火等

多项最新工艺，使铜管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较原先大幅下降。同时，公司根据生产需要扩大

再生原料进口使用量，报告期内进口再生铜数量同比增长超 70%。发展再生铜循环利用是节

能减排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引领行业向低碳、绿色、可持续、高质量方向发展。 

5、强强联合，优化行业竞争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色奥博特达成了合资协议，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优化产业基

地布局，提升市场份额，优化行业竞争格局，助力行业良性发展。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与奥博特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计划在合资合作、海外有色金属资源开发、有色金属智能制造、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开展

合作，有望实现产业龙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新局面。 

6、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凝聚人才力量 

公司重视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实施蓝领岗位生态系统建设工程、校企人才合作项目，建

立系统的人才评估和发展机制。报告期内，公司公布了拟实施资金总额近 3 亿元的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覆盖面囊括近 750 名各基地、各业务条线骨干员工，借此最大限度凝聚公

司广大员工队伍力量，共同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张泉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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