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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22083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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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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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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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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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36,816,397.58 7,485,641,697.11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1,441,117.82 888,306,022.81 -2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06,695,001.90 768,480,678.40 -2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5,557,093.44 243,397,800.53 -30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84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8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8.6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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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0,750,403.58 27,180,559,670.74 1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18,406,806.12 11,619,844,580.9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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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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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40% 161,954,796 0   

大族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38% 161,773,306 0 质押 115,170,000 

高云峰 
境外自然

人 
9.16% 96,319,535 72,239,651 质押 91,200,00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睿

远成长价

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68% 28,142,842 0   

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2% 23,355,607 0   

上海景林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景林全

球基金 

其他 1.03% 10,849,998 0   

上海景林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景林景

泰全球私

募证券投

其他 0.65% 6,849,909 0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资基金 

全国社保

基金四零

一组合 

其他 0.48% 5,042,061 0   

全国社保

基金四一

八组合 

其他 0.39% 4,149,443 0   

全国社保

基金四零

三组合 

其他 0.31% 3,29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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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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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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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转债 大族转债 128035 
2018 年 02 月

06 日 

2024 年 02 月

05 日 
229,949.66 

第一年 0.2%、

第二年 0.4%、

第三年 0.6%、

第四年 0.8%、

第五年 1.6%、

第六年 2.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0.84% 56.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60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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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公司聚焦于激光及自动化技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积累，具备从基础器件、整机设备到工艺解决方案的

垂直一体化能力，是全球领先的工业激光加工及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在激光加工设备及自动化等配套设备领域，公司主流产品已实现同国际竞争对手同质化竞争，公司确信主流产品将

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市场主导地位，与国内外激光设备公司相比，公司在技术储备、产品性价比、定制能力、销售服务网

络、紧密客户关系、响应速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些优势在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中得到充分印证。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及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下游设备投资需求受到较大抑制，国内相关企业的设

备投资明显放缓。公司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3,681.64 万元，营业利润 68,206.3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63,144.1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0,669.50 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7.33%、31.63%、28.92%、21.0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行业专机及极限制造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动力电池行业专用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8.43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公司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原中航锂电）、亿纬

锂能、蜂巢能源等行业主流客户合作不断深入，市占率稳步提升。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芯、模组、PACK 的激光焊接设

备、激光极耳切割设备、电芯烘烤设备及相关自动化设备等，市场占有率及技术水平均位于行业前列。报告期内，公司

持续加大对动力电池行业专用设备的研发投入，自主研发的卷绕设备、叠片设备、化成分容测试设备已形成样机并在下

游客户处进行验证。 

PCB 行业专用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25 亿元。公司产品覆盖钻孔、曝光、成型、检测等 PCB 生产关键工序，所

处关键工序设备投资占 PCB 企业设备总投资的 40％以上。受益于 PCB 技术升级及品质要求提升，公司曝光类产品、检

测类产品、成型类产品营收同比上升。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深耕多层板市场、持续推进产品迭代，率先推出自动化上下

料机械钻孔机、更高效率的阻焊 LDI、自动插拔销钉机械成型机等产品，在自动化与数字化程度、综合稼动率等方面提

升显著，产品深受客户认可，并获得批量订单。同时，公司积极开展与行业龙头客户在高阶 PCB 领域的技术合作。HDI

方面，公司已研发出更高精度、更高效率的可覆盖任意层 HDI 加工的 CO2激光钻孔机、精细线路激光直接成像机及高精

测试机，并加大相关产品的市场拓展力度。IC 封装基板方面，公司积极推进可加工 50μm 及以下微孔的 CO2激光钻孔机

及新型激光钻孔机、微小通孔加工的高速主轴机械钻孔机等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在客户端的认证，产品取得多家客户的进

一步认可。 

消费电子行业专用设备业务实现收入 9.86 亿元，仍维持较高市占率。未来，伴随 AR/VR/MR 等智能穿戴新产品的

推出以及汽车智能化程度的快速提升，消费电子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创新周期，带动公司消费电子业务及产品订

单实现持续增长。 

半导体及泛半导体行业晶圆加工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17 亿元。其中，LED 行业晶圆加工设备业务市占率行业领

先，Micro-LED 巨量转移设备已通过客户验证，实现销售；半导体行业晶圆加工设备业务进展顺利，应用于第三代半导

体的 SiC 晶锭激光切片机、SiC 超薄晶圆激光切片机正在客户处做量产验证。 

光伏行业专用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0.66 亿元。公司持续加大在光伏行业的研发投入，通过引进核心人才团队的方式，

已经具备电池段管式真空类主设备研发制造能力。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 PECVD、扩散炉、退火炉等设备已经中标

行业头部客户批量订单。在光伏新技术领域，公司在 TOPCON 领域产品布局完整，逐步具备 TOPCON 电池全产业链设

备研发制造能力；在 HJT 电池已布局 PECVD、PVD 等设备产品；在钙钛矿技术领域自主研发了钙钛矿激光刻划设备，

已实现量产销售，公司和行业头部客户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公司现有研发项目包括低压硼扩散炉、Topcon 激光掺硼设备、

LPCVD 设备等，其中，低压硼扩散炉、Topcon 激光掺硼设备处于客户验证阶段。 

高功率激光加工设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11 亿元，公司通过在江苏张家港、山东济南等地设立生产基地，推行集

中化采购和标准生产等多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规模化效应。报告期内，高功率激光焊接设备营业收

入和订单创历史新高，为蔚来、零跑、吉利、长城等国内多家新能源汽车厂商提供了汽车白车身智能焊装线及激光焊接

设备，新能源汽车发卡电机 Hairpin 激光焊接设备批量供货，并向特斯拉核心车身件配套企业海斯坦普交付了国内首例一

体式热成形门环自动生产线。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方面，公司新推出了 G 系列光纤激光切割机，重点覆盖中小客户的加

工需求，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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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器件方面，公司红外皮秒激光器、紫外皮秒激光器、紫外亚纳秒激光器、纳秒光纤激光器等超快激光器已经逐

步实现对外销售。公司自主研发的 MOPA 脉冲光纤激光器已取得动力电池行业头部客户订单，主要用于动力电池电芯制

造的极片切割及其他工序。公司自主研发的谐波减速器已经在国内头部工业机器人企业实现大批量交付销售，国外头部

工业机器人企业也在同步进行测试验证。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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