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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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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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剑股份 股票代码 0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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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国 武振生

办公地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电话 0553-5316331 0553-5316355

电子信箱 zq@shen-jian.com zq@shen-jian.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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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79,842.82 971,830,252.90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347,093.66 58,122,315.67 -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176,799.39 52,787,950.75 -4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23,724.88 25,698,548.44 -19.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3.14% 下降1.11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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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075,968.34 3,626,692,509.38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0,317,363.40 1,797,449,610.93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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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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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23.46% 196,525,980 147,394,485 质押 136,020,000

刘琪 境内自然人 3.82% 32,000,000 0 质押 24,850,000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3.44% 28,800,000 21,600,000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2.55% 21,344,405 18,815,850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2.11% 17,679,698 0

徐昭 境内自然人 2.10% 17,560,330 17,553,382 质押 17,303,330

王静波 境内自然人 1.55% 13,009,700 0

杨三宝 境内自然人 1.05% 8,767,400 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02% 8,541,371 0

李冀峰 境内自然人 0.65% 5,470,8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所知范围，上述股东刘志坚与刘琪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谢仁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8,541,371股；股东杨三宝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05,000股外，还通过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362,400股； 股东王静波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6,619,700股外， 还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6,390,000股；股东李冀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6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463,20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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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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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均呈现下滑态势。

国内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但仍面临着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地缘政治

冲突不断等不确定因素，经济结构转型任重而道远，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趋复杂的内外部环

境。

（一）化工新材料领域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石油价格暴跌，大宗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

供应链复工复产延迟。行业受需求端影响，产能释放缓慢。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推出

新产品，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进一步强化中小客户的覆盖率。同时，在境外疫情持续爆发时

期，公司积极为国外客户提供抗疫物资援助，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和黏性。

2020年上半年，全体员工齐心协力，降本增效，公司实现聚酯树脂销售7.9万吨，同比增长

0.72%。

（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公司充分利用自有新工艺新技术，在航空航天业务工装及复合材料零部件、高铁车头、

轨道复合板材、地铁逃生门、高铁配电柜和北斗卫星应用终端等方面为客户提供较好的产品

体验和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业务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因行业生产及交付特点，

复工复产延迟。2020年上半年， 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5,896.57万元， 同比下降

50.75%。在克服疫情困难的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复合材料相关业务开发力度，目前公司承接

了中车集团磁悬浮列车的碳纤维司机室和碳纤维车体研制项目，中车唐山机车200km/h中速

磁悬浮项目已实现交付，中车长春客车600公里高速磁悬浮预计年底前交付客户。此外，公司

复合材料产品应用已扩大到某军种装备领域，为重点装备供应舱体，得到了该军种和航天军

工企业的认可，正在批量生产交付中。与传统金属材料相比，碳纤维复合材料具备质量轻、强

度大、韧度高等优点，近年来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及轨道交通等领域，以实现轻量化、提升运

行速度等目的。下一步，公司将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强化复合材料产品的研发力度，进一步提

升市场竞争力。

综上，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537.9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2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4.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46%；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

总额345,907.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74,031.74万元，较上年末下降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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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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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

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按照更明确的指引进行；对于某些特定

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按照明确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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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20-029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7日以电子邮件或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0年8月28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

下，以填写表决票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刘志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公司2020年半年报告全文详见2020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20-030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7日以电子邮件或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20年8月2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施旭先生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会议在保证所有

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现场填写表决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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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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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德豪 股票代码 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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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蒋孝安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

电话 0756-3390188

电子信箱 002005dongmi@electech.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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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674,147.61 1,453,645,432.68 -3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740,363.98 -108,095,227.26 -6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7,505,654.69 -153,640,811.85 -2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886,924.36 316,556,281.65 -13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6 -0.0613 -6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6 -0.0613 -6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2% -4.9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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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727,227.12 5,399,087,624.72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37,605,461.15 2,489,860,903.99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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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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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德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2% 282,781,900 0

质押 252,745,090

冻结 282,781,900

国 寿 安 保 基

金 － 广 发 银

行 － 华 鑫 信

托 － 华 鑫 信

托·慧智投资

10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4.98% 87,882,136 0

蚌埠高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 82,872,928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

聚宝盆 5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4.17% 73,664,825 0

建信基金－兴

业银行－华鑫

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103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4.04% 71,325,966 0

北 信 瑞 丰 基

金 － 招 商 银

行－华鑫国际

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104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98% 52,574,145 0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2.66% 47,017,545 47,017,545

质押 47,017,545

冻结 47,017,545

深圳市宝德昌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1% 46,101,364 0

王晟 境外自然人 1.95% 34,406,400 258,048,000

西藏林芝正源

策略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7% 2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九大股东王晟持有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10%的股份，与本公

司董事、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生是兄弟关系，因此，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与王晟属于一

致行动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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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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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367.41万元，同比下降39.90%,主要是由于LED业务同比

下降77.64%，小家电业务同比下降5.08%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74.04

万元，同比下降69.05%，主要是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

用、 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等同比分别下降39.90%、38.88%、32.70%、40.00%、

62.69%、89.34%、28.60%、81.84%、82.95%等，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同比分别上升50.20%、

2492.32%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988.69万元， 同比下降

134.71%；每股收益-0.1036元，同比下降69.00%。

小家电及LED业务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小家电业务：报告期内，国外疫情的蔓延扩展、行业竞争激烈等的影响，对公司小家电的

出口业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应对市场变化，小家电事业部积极采取出口转内销，

壮大电商/社交网络销售平台等方式予以应对，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报告期内，小家

电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1,025.50万元，同比下降5.08%；实现毛利率9.55%，同比下降0.48%；其中

厨房家电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0,021.60万元， 同比下降4.71%， 实现毛利率9.53%， 同比下降

0.52%；

LED业务：报告期内，公司LED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191.44万元，同比下降77.64%，主要

是由于报告期受行业竞争激烈、房地产调控、市场需求有所减少、以及2019年内国内照明业务

出售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销售规模有所下降；实现毛利率10.53%，同比下降3.31%，主要是由于

2019年完成了芯片业务（负毛利）的关停、国内照明业务出售，以及LED封装、LED显示的毛

利同比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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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

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经公司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自2020年

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编制2020年1月1日以后

的财务报表。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计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其他 小计

预收账款 57,955,166.35 -57,955,166.35 -57,955,166.35 -

合同负债 - 57,955,166.35 57,955,166.35 57,955,166.35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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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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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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知于2020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0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的董事为沈悦惺，弃权理由如下：未针对议案提供完整的文件、协议、合同等材料，无

法对议案进行充分论证。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40）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2、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的董事为沈悦惺，弃权理由如下：未针对议案提供完整的文件、协议、合同等材料，无

法对议案进行充分论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1）。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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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20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0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销坏账，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坏账

的决策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的《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事项。

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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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

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销坏账概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现行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截止2020年6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部分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及预付款进行了清

理，并予以核销，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核销资产的账面价值 已计提坏账准备 对本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应收账款 4,101.57 4,101.57 0

其他应收款 10,000.00 10,000.00 0

预付款 2,994.40 2,994.40 0

合计 17,095.97 17,095.97 0

上述主要资产核销的主要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应收款项性质 核销金额 占总核销比 核销原因

贵阳佰汇声光舞美技术有限公司 货款 3.00 0.02%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贵阳宏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货款 0.30 0.00%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石家庄华强广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货款 4.75 0.03%

协议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安徽祥源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

司

货款 28.88 0.17%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阜阳市体育局 货款 17.14 0.10%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寿光晨鸣广源地产有限公司 货款 4.90 0.03%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深圳艾特凡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13.60 0.08%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中山市力音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货款 4.43 0.03%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西安国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29.43 0.17%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上海炯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3.41 0.02%

诉讼和解， 核销无法收回

的尾款

上海大三和弦城市 货款 960.00 5.62%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安徽中科邦略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435.28 2.55%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深圳市联傲电子有限公司 货款 392.06 2.29%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景想科技 货款 315.00 1.84%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深圳市惠佳锐光电有限公司 货款 209.75 1.23%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深圳市亿光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134.55 0.79%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贵阳万佳商贸有限公司 货款 83.63 0.49%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上海哥芬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73.70 0.43%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深圳市麒鑫电子有限公司 货款 64.39 0.38%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惠州仲恺创业广场发展公司 货款 55.16 0.32%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上海易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货款 39.94 0.23%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晋城市中安鼎一工贸 货款 14.37 0.08%

已申请法院执行， 客户无

财产可供执行

RRANS-LUXFAIR-PLAY 美 国

LUX

货款 896.41 5.24% 品质问题，已无法收回

S（quadrat）GmbH德国MARK 货款 203.49 1.19% 品质问题，已无法收回

Organica�S.A巴拉圭 货款 114.00 0.67%

2014年及以前年度产生的

应收余额，已无法收回

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补贴款 10,000.00 58.49% 停止拨付

京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预付设备款 2994.40 17.52% 停止芯片设备采购

合计 17,095.97 100.00%

上述资产核销后，公司对已核销资产进行备查登记，做到账销案存。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坏账金额合计人民币17,095.97万元，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0

万元，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会计政

策的要求。公司本次核销不涉及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核销坏账的审批程序

本次核销坏账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坏账核销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坏账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核销

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会计政策的要求。公司本次核销

不涉及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审阅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核销坏账

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核销

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事

项。

六、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销坏账，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坏账的决

策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的《公司章程》等的相

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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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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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喜爱 股票代码 00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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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莲军 张凯奇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环联路102号多喜爱产业

园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环联路102号多喜爱产业园

电话 0731-88309077 0731-88309077

电子信箱 dohiazq@dohia.com dohiazq@dohia.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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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3,713,205.32 32,770,816,164.57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8,806,849.85 427,323,108.35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8,959,024.25 438,599,724.08 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11,467,192.31 -5,224,752,865.19 1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13 0.46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13 0.46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9% 8.97%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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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86,666,878.51 79,323,965,003.99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40,622,212.12 4,550,012,670.60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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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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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90% 409,856,084 340,444,11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3% 124,629,168 124,629,168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3% 124,629,168 124,629,168

浙江建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3% 57,626,600 0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4% 46,975,609 46,975,609

张文 境内自然人 0.11% 1,188,298 891,223

宗黎斌 境内自然人 0.09% 954,9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浙江建阳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

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期末持股57,626,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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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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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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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疫情防控债)

20浙建Y1 149068.SZ

2020年03月 23

日

无固定到

期日

100,000 5.30%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品种一)

19浙建01 149016.SZ

2019年12月 23

日

2024年 12

月25日

80,00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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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91.92% 92.46% -0.5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1 2.01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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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党建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机

制改革为动力，强化企业管理，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走在全国建筑企业前列，确保“十三

五”发展规划圆满收官。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加剧

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压力下，坚决贯彻落实 ‘两个不变’ 部署，提出“全年任务不减、目标不

变、标准不降”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三深入、三服务、三满意专项行动，推动落实目标任务。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714,371.32万元，同比增长13.3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

是集团“三大市场”（政府市场、大业主市场、两外市场）开拓成效显现以及对供应链的培育

与整合取得预期成效；公司利润总额69,685.39万元，同比增长17%，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

带来利润总额增长与公司加强了对费用管控；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80.68万

元，同比增长16.73%，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与加强对费用管控带来的利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参与浙江省重大项目投资建设，

掀起“走出去”发展新高潮，大力培育工程总承包；切实提高自主经营能力，严控经营源头风

险。公司扎实推进数字化管控精细化管理，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打造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

与工程研发创新平台；打造建筑工业化产业与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打造业财一体化支撑平

台。同时，公司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强化企业管理，继续深入完善上市公司治

理体系，大力推进公司的法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创先争优成果丰硕，品牌形象稳步提升，浙江自然博物园核心馆区等3项

工程通过鲁班奖初选；香港轩尼诗项目等3项工程完成国家优质工程奖申报；浙江富阳三馆

合一项目工程完成詹天佑奖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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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一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

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27,267,059,947.28 -1,547,574,576.29 25,719,485,370.99

存货 14,917,356,372.94 -13,616,471,153.65 1,300,885,219.29

合同资产 14,437,814,989.93 14,437,814,989.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268,906.48 726,230,740.01 750,499,646.49

预收款项 2,727,575,203.01 -2,707,220,513.40 20,354,689.61

合同负债 2,407,187,659.80 2,407,187,659.80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0,032,853.60 300,032,8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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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24户，比上年度增加1户，减少2户。

1、本期公司投资设立浙建集团（卢旺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卢旺达公司），注册

资本3800元人民币，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的100.00%，卢旺达公司于2020年1月7日办妥工商设立

登记手续。公司对卢旺达公司拥有控制权，自本报告期起纳入合并范围。

2、公司之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 ）已完成设立时

的经营目标，为进一步优化主业，降低运营成本，公司将广西公司做注销处置，工商变更登记

已于2020年5月18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完成。 广西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之子公司舟山市一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一海” ）已完成设立时的经

营目标，为进一步优化主业，降低运营成本，根据2019年12月23日签署的《关于舟山市一海置

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舟山一海做出售处置。2020年4月30日出售完成，舟山一海

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德法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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