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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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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微电子 6003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增文（代） 李铁岩

电话 0432-64684562 0432-64684562

办公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

电子信箱 hwdz99@hwdz.com.cn hwdz99@hwdz.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46,863,192.51 5,751,631,052.89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02,356,733.53 3,107,831,715.78 -0.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3,988,722.28 135,526,294.91 28.38

营业收入 803,346,536.71 725,082,458.56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532,400.35 36,073,286.86 -4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31,905.50 31,632,403.74 -4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1.42 减少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5,5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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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40 215,916,656 0 质押 140,377,6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CES半

导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31 12,655,403 0 未知

李金海 未知 0.91 8,758,600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

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1 8,725,424 0 未知

成雅芝 未知 0.57 5,480,000 0 未知

戴红 未知 0.43 4,104,164 0 未知

冯群侠 未知 0.30 2,871,533 0 未知

王衍斌 未知 0.30 2,860,000 0 未知

姚颖臻 未知 0.29 2,784,219 0 未知

吕大海 未知 0.28 2,668,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

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加速了半导体芯片国产化进程。

公司紧紧抓住国产化替代契机，以产业政策为指导，充分发挥自身产品、技术优势，持续推进

“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市场结构” 调整。 同时，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加快产品市场推广力度，

实现了公司产品在中高端市场的规模化应用。 同时， 公司充分发挥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研

发、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IDM企业技术研发优势，积极布局第三代半导体，加速产品

转型以及向战略性新兴领域的拓展的速度，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升盈利能力以及主营业务

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346,536.71元，同比增长10.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8,532,400.35元，同比下降48.63%。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职能整合优化工作，垂直整合芯片制造资源，打造芯片制造平

台、核心产品工艺技术平台，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周期、提高产能效率和提升市场交付能

力。核心产品分为四大主类，以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MOSFET(场效应晶体管)、BJT(双

极晶体管) 为主的全控型功率器件； 以Thyristor（晶体闸流管） 为主的半控型功率器件；以

Schottky（肖特基二极管）、FRD（快恢复二极管）为主的不可控型功率二极管器件；以及IPM

（功率模块）。 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全部范围，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

伏、变频、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等领域，在深度挖潜半导体功率器件开发的同时，公司产品

结构调整进展迅速，在上半年推出了TVS(瞬态抑制二极管)、Zener(齐纳二极管)、TSS（半导体

放电管）等半导体保护器件。 推进全员降本增效，积极挖潜增效空间，通过工艺优化、设备自

主调试、备品备件国产化替代、能效管控等手段，增加利润空间；通过远程办公，使公司物流、

人员、财务、市场信息等讯息能快速、准确地传输，数据在各业务系统之间高度共享，优化企

业资源，提升业务流程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严控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融资费用支出，持

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支持公司产品研发快速推进，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可持

续发展。

公司通过加快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ERP、MES、BPM管理，有效提高生产、经

营、管理效率。 通过PLM系统落地，加强项目、工艺、BOM管理，提高开发速度，实现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 大力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发展，完善企业信息化环境下新型能力，加快企业

数字化转型进程，确保公司经营活动有效实施。

2020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通过新产品，新领域的市场拓展，促进

公司主营业务和利润的增长。 同时，通过多元化产品系列平台的合理搭配，有效提升产能利

用率，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努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确保公司平稳发展，切实保障广大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努力回报股东对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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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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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编制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801号文核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以2019年4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股本751,324,000股为基

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本次配售股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12,947,30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9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30,494,485.60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19,545,528.82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10,948,956.78元。 截至2019年4月15

日，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因原广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被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成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

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将逐渐终止保荐业务，公司配股发行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将投资者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830,494,485.60元，扣除了公司需

支付给其的部分保荐承销费用（含税）16,609,889.71元之后的余额人民币813,884,595.89元存

入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大东支行开设的账号为07261001040025126的人民币账户中。 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众会字

（2019）第36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183,795,637.55元，募集资金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期初金额 813,884,595.89

加：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及扣减手续费净额 2,153,408.83

加：收回闲置资金现金管理的本金 700,000,000.00

加：闲置资金现金管理的收益 5,362,191.78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72,343,623.97

减：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462,325,295.87

减：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本金 700,000,000.00

减：扣除发行费用 2,935,639.11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金额 183,795,637.5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02年6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2013年

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3年5月17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修订〈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修订、完善了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9年4月29日，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自协议签署之后，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了相

关职责。

2020年4月24日， 公司及现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配股发行项目由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完成持续督导工作。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1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

大东支行

07261001040025126 55,352,987.52

2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2050161683800000660 445,095.91

3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 582020100100316535 127,997,554.12

合计 183,795,637.5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7,234.36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7,

234.36万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众会字（2019）第3604号】；原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2019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35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协议购买了“兴业银

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50%-3.57%。 2019年9

月19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200,000,000.00元，获得理财收益1,809,041.10元。

（2）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签订协议购买

了“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第5136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55%-3.60%。 2019年9月20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150,

000,000.00元，获得理财收益1,375,890.41元。

2、2019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35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签订协议购

买的“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62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为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

益率2.90%。 2019年12月18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本金150,000,000.00元， 获得理财收益

738,904.11元。

（2）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协议购买的“兴业

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 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3.50%-3.574%。

2019年12月30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本金200,000,000.00元， 获得理财收益1,438,356.16

元。

上述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81,094.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481.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466.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新 型 电

力 电 子

器 件 基

地 项 目

（二期）

不适用 81,094.90 一 不适用

15,

481.61

63,466.89 一 78.26 一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一 81,094.90 一

15,

481.61

63,466.89 一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已经实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17,234.36万元。

2019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二期））的自筹资金17,234.36万元进行

置换。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上述置换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众会字（2019）第3604号《专项鉴证

报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置换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了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1）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协

议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3.50%-3.57%。 2019年9月19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200,000,000.00

元，获得理财收益1,809,041.10元；（2）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签订协议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9年第

5136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3.55%-3.60%。 2019年9月20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150,000,000.00元，获

得理财收益1,375,890.41元。

2019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1）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市大东支行签订协议购买的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62天” 人民币理财产

品”为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2.90%。 2019年12月18日上述理财产

品到期，收回本金150,000,000.00元，获得理财收益738,904.11元；（2）公司于2019

年10月16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签订协议购买的“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 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50%-3.574%。

2019年12月30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200,000,000.00元，获得理财收益1,

438,356.16元。

上述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均

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

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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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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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21日发出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分别以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

事。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在公司本

部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

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2020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2020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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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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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0年8月21日分别以发送电

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

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1、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2020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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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建设机械 60098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海红 李晓峰

电话 029-82592288 029-82592288

办公地址 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 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

电子信箱 scmc600984@163.com scmc600984@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618,240,291.67 10,360,813,240.63 2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19,644,945.95 3,798,406,432.34 42.6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5,224.87 383,062,566.55 -95.40

营业收入 1,534,936,269.07 1,398,785,101.53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449,049.53 188,090,353.62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813,990.35 187,448,660.81 -1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5.43 减少1.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0.2272 -18.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0.2272 -18.7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3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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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04 242,130,225 66,223,477 无 0

柴昭一 境内自然人 8.62 83,356,000 41,678,000 质押 55,556,70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82 65,913,434 0 无 0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未知 1.89 18,269,10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未知 1.62 15,710,860 0 无 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13,813,738 13,813,738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1.14 11,004,620 4,621,072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沪

未知 1.06 10,244,404 4,621,072 无 0

李琼飞 境内自然人 0.98 9,513,430 0 无 0

王志荣 境内自然人 0.90 8,703,419 0 质押 8,703,4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困于疫情防控导致的项目停工，工程机械行业下游的需求被大幅度遏

制，公司的工程机械制造及工程机械租赁业务均受到极大冲击。 在此环境下，报告期内公司

以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双目标”“双胜利” 为基调，以完善内控管理、防范经营风险为主

线， 以精耕两个市场、细作两类产品、深化内部管理为切入点，以提升产品毛利率、聚焦三项

制度改革为有力抓手，精准管理，提质降本，安全生产，稳健经营，重点围绕拓宽市场、提升能

力、提高效益等方面勇于实践，在疫情防控、内部管理、成本管控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为

公司完成年初既定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概括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进行疫情防控，确保安全复工复产。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实施细则》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等疫情防控管

理制度，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扎实做好防控物资采购、环境消杀、门禁测温登记等疫情防

控工作。 同时，通过职工分批返岗、外出职工核酸检测，对办公区、公寓、通勤车、食堂等人员

密集场所均进行严格管控等方式，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后不会出现聚集性疫情传播，筑牢了疫

情防控防线。 在做好公司内部疫情防控工作后，积极向政府机构及实际控制人煤化集团通报

疫情防控信息，夯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及所有子公司员工未出现新

冠感染病例，所有子公司也均已实现安全复工复产。

2、创新管理方式，深化内部管理。 面对新冠疫情导致的业务量下降、经营压力骤增的现

状，公司通过创新管理方式、深化内部管理，挖掘出内部资源要素的潜力，提升企业整体经营

效率，以效率的提升来平衡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生产管理中，一是贯彻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的理念，强化节点管理，创建安全生产环境，制造优质产品；二是强化市场意识，依据市场

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生产计划，稳健投产，充分发挥生产物流信息化管理平台的作用，整合

并优化现有资源，实现产销协同，降低产品库存，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强化精品意识，对

摊铺机、塔机两种主力产品进行细致打磨，提升生产制造过程管理；四是强化成本意识，组织

生产车间进行车间成本分析，逐项分解成本动因，追根溯源，严控成本。 在安全管理方面，公

司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 加强安全环保底线

思维、红线意识，落实安全环保各项工作，强化双重预防控制工作，加强对公司安全风险点的

监督控制管理，对各风险点进行辨识并有效标识，做到岗位风险可视化。 在质量管理方面，首

先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对公司《质量管理考核办法》进行优化，强调改进创新激励、过程

控制、严管重罚，进一步提高质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其次开展并坚持月度质量会

并以攻关项目促进产品典型问题、疑难问题的解决；三是制作综合性检测工装，提高检测效

率，全面反映技术综合性指标要求；四是以问题为导向，组织对典型问题供应商进行约谈、现

场评审等措施，提高外购、外协件产品质量；五是开展质量“金点子” 活动，激发员工改进创

新积极性。 公司通过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内部管理的进一步强化，生产链各环节高效协同，进

一步提升了产能，释放了管理效率，为完成年初既定目标蓄积了内在动力。

3、降本增效、提升毛利。 根据公司年初工作会议安排，在全力拓展市场、争取业务、拓宽

营收渠道的同时，公司把成本管控、提升产品毛利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主抓。 具体通过以下

七个方面：一是强化设计统型和设计成本压降，通过设计优化来实现成本的下降；二是严格

落实日生产计划，全公司一盘棋，步调一致，协同高效；三是强化成本意识，细化过程管控，严

格限额领用，及时、准确办理出入库手续，确保产品成本归集的真实有效； 四是合理统筹安

排物流转场及物件堆放，降低物流成本；五是强化服务意识、质量意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提升工作质量；六是通过片式标准节自动化焊接生产线的建成投产，提升产品出产效率，

降低成本摊销；七是不断提高同外购外协单位的商务洽谈能力，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依托产、

供、研三个体系的持续梳理，从设计统型、改进到原材料的采购、领用进一步传导至产品的产

出、发运，对每一个价值链环节深挖潜力，精细化管理，提高效率，切实降低成本。

4、工程机械租赁业务方面，子公司庞源租赁顺应国家推动建筑产业化转型和装配式建

筑的发展趋势，继续优化调整设备结构占比，配合各地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步伐，同时，转换

销售思路，在各地修建再维修生产基地，进一步提升业务比重和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为有

助于加快庞源租赁在全国各地的基地建设和技改升级，在提高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服务效率

与质量、深耕市场空间，扩大领先优势的同时，满足环保监管要求、改善员工生产与生活环

境、体现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理念，庞源租赁在苏州、广州、乌鲁木齐三地开始投资建设智能

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再制造生产基地的落成，将会更加有效地提升公司整体技术创新

能力，全面提高各类产品研发、制造、再制造技术水平和产品装配的质量及生产效率，形成国

际先进的高性能塔式起重机研发、智能制造、再制造、租赁服务管理、培训等产业高度融合发

展的综合项目，有力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从而保障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在大型项目承接方面，庞源租赁报告期内中标了阿里巴巴西溪五期项目、南京消防

部队经济适用房项目、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广东生物医药加速器项目、环球中心沙

湾店项目、浙东运河文化园项目、宁波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深圳长城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等重

点工程项目。 报告期内，庞源租赁新签合同总额超过19.48亿元，同比增长12.54%，截至报告期

末，庞源租赁在手合同延续产值23.17亿，同比增长40.7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3,244.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78%，其中设备销

售收入5,092.9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7.48%，筑路设备及配件销售收入4,554.09万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19.47%；塔机及配件销售收入538.8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78.37%；租赁业务收入

143,851.9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10%，建筑施工产品租赁收入135,717.69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13.03%，主要为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的设备租赁收入，筑路施工收入8,134.30万元，较上

年同比增长193.63%； 上半年钢结构施工产品实现收入4，299.46万元， 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

16.24%。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6,144.90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14.16%。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修订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修订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

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审议情况

2020年4月24日，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调整的议案》，详情参见《公司会计政策调整的公告》（2020-034）。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

追溯调整。 为使更正报表与原报具有可比性，本次更正均按照会计差错当年度编制财务报表

的格式予以更正。

二、更正原因及金额

公司在2019年度对子公司北京庞源2018年度及以前年度存在成本、费用跨期及部分外部

租赁费漏记事项基于错报金额对利润影响程度及足额收回了业绩补偿款消除相关影响等原

因，采用未来适用法调整当期财务报表。 本年度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法调整，调增2019

年12月31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16,348,028.45元，调减其他流动资产16,348,028.45元，调

减2019年度营业成本6,134,962.94元，调减营业外收入16,348,028.45元，调增2019年度期初未

分配利润10,213,065.51元。

三、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已认真分析原因，主要由于子公司管理未能满足企业发展需

求，从而导致了部分业务未能按照内部控制的要求执行，存在执行缺陷，公司已对负有责任

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 公司将加强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梳理业务流

程，加强内部信息沟通，持续加强内部审计，及时发现下属公司存在的各类问题，并限期整改

及时追踪，消除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的隐患，切实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四、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已于2020年7月15日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所披露的公告（公告号：

2020-089）。

董事长：杨宏军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0-10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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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及

会议文件于2020年8月19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

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通过《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102）。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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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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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及会

议文件于2020年8月19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立群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通过《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102）。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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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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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陕西建设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1月3日证监许可〔2019〕2284号《关于核准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9,163,

401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82元，共募集配

套资金1,505,747,998.82元，扣除本次股票发行费用（不含税）47,953,558.03元，发行资金净额

为1,457,794,440.8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46,855,195.97元后，实际收到转入募集资

金1,458,892,802.85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14日全部到位，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希格玛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事务所” ）验证并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

希会验字（2020）001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入、使用金额及余额

1、本报告期募集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5,747,998.82

减：保荐费和承销费 46,855,195.97

减：其他发行费用 1,350,000.00

减：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356,538,900.00

加：利息收入 2,522,300.92

减：手续费 2,718.60

期末募集资金结余 1,103,523,485.17

注：如果按募集资金净额计算，期末募集资金结余应为1,103,775,123.12元，差异系已置换

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一般账户的发行费用1,900,000.00元、 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

付的发行费用200,000.00元和已以自有资金支付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503,703.14元，以及尚未

以自有资金补足的发行费用对应进项税2,855,341.1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

的审批程序，实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 截止2020年半年度，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的情况

公司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各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明确了各

方权利与义务。

为规范子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庞源租赁及兴业证券分别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签署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由庞源租赁在上述各银行开设了

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明确了各方权利与义务。

公司、 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以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议约定严格

履行，不存在违反协议条款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期末余额（元）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10664600023866901 活期存款 289,701,247.78

西安银行建设东路支行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507011580000076789 活期存款 300,832,202.75

浙商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7910000010120100637168 活期存款 119,082,681.08

广发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9550880069785900377 活期存款 90,153,271.11

交行西安东关支行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611301012013000391592 活期存款 80,259,281.51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8110201052101186909 活期存款 30,000,000.00

浦发银行西安分行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720100788010000029400 活期存款 109,470,684.27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0301220000003876 活期存款 84,024,116.67

合计 1,103,523,485.1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3,525.89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置换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

具了《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20]3482

号）。 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完成募集资金置换。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

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共计528.00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的其他问题。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5,779.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65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65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工程租赁设备扩

容建设项目

工程租赁设备

扩容建设项目

未约

定

35,653.89 35,653.89

陆续

达到

可使

用状

态

2,169.92 否

合计 145,779.4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尚未完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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