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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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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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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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冰夏 阮旭里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

B

座

2206A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

B

座

2206A

电话 （

0755

）

83521596

（

0755

）

83521596

电子信箱

gnkjsz@163.com gnkjsz@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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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81,116.86 107,657,124.90 -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4,595.02 -1,918,824.57 23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02,008.84 -12,131,465.22 11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743,936.93 131,415.62 -27,29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56 -0.0228 1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56 -0.0228 1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1.77%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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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736,950.40 1,494,490,266.24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4,755,202.60 1,389,777,903.2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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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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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7% 23,876,848 0

质押

10,216,069

彭瀛 境内自然人

9.88% 16,310,698 16,310,698

质押

1,970,000

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

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9.23% 15,240,506 15,240,506

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8% 13,005,922 13,005,922

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 10,866,428 10,866,4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53% 5,831,273 5,831,273

郭训平 境内自然人

2.67% 4,408,096 4,408,096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0% 3,797,468 3,797,468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2.19% 3,616,636 3,616,636

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3,358,797 3,358,7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林琳与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

际控制人李琛森系姐弟关系；彭瀛与郭训平、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此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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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复工复产延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市

场拓展、项目实施和验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公司一方面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及业务拓展，另一方面加强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以推动

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48.11万元，实现营业利润352.1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7.50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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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

据首次执行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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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

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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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2019年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智游网安100%股权，并于2019年12月完成过户，智游

网安并入公司2019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2020年起并入公司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

2、 全资孙公司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新设成立深圳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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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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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3名。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股份，数量为130,328,120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比例为3.477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起始日期为2019年9月3日，发行时承诺的持股期限为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9月3日。

一、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341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76,663,

600股，于2019年9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2020年9月3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2,161,

897,82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7,666,360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330,880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66,360

合计

76,663,600

（二）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份的登记工作，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字（2019）第140002号的验资，公司授予限制性股

票42,710,500股，于2020年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2,204,608,322股。

2020年6月4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747,834,147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总股本为3,747,834,147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1,

383,196,8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6.91%。

以上股本变动后，上述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13,032,812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62,496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32,812

合计

130,328,12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不少于

12

个月。

2019-8-1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不少于

12

个月。

2019-8-14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照规定从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不少于

12

个月。

2019-8-15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1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

3

、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有、买卖发行人股票

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1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

3

、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有、买卖发行人股票

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4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承诺

1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

3

、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不会与发行人发生除持有、买卖发行人股票

以外的其他交易。

2019-8-15

2、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发生对

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9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0,328,1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774%。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3名。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1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13,032,812 13,032,812

无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62,496 104,262,496

无

3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32,812 13,032,812

无

合计

130,328,120 130,328,120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383,196,869 36.91% 0 130,328,120 1,252,868,749 33.43%

高管锁定股

1,180,260,899 31.49% 0 0 1,180,260,899 31.49%

首发后限售股

130,328,120 3.48% 0 130,328,120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72,607,850 1.94% 0 0 72,607,850 1.9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4,637,278 63.09% 130,328,120 0 2,494,965,398 66.57%

三、总股本

3,747,834,147 100% 0 0 3,747,834,147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牧原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2、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保荐机构对牧原股份本

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表；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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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发展 股票代码

0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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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斌 杜芳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

座

12A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

座

12A

电话

010-64656161 010-64656161

电子信箱

gzb@vanfund.com.cn dfd@van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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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32,114.01 41,703,265.94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17,085.12 -4,430,466.88 -15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804,965.80 -5,156,478.86 -7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807,457.25 -9,706,553.79 -59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69 -0.0143 -158.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69 -0.0143 -15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3.36%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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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675,556.26 528,275,795.87 -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316,125.86 150,733,210.98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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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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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9% 116,600,000

质押

116,600,000

冻结

116,600,000

芜湖华融渝商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7% 12,906,000

王海滨 境内自然人

0.62% 1,919,695

高仲 境内自然人

0.29% 890,300

何海林 境内自然人

0.28% 860,000

刘戈林 境内自然人

0.27% 827,700 620,775

质押

827,700

冻结

827,700

刘玉 境内自然人

0.27% 826,900 620,175

质押

826,900

冻结

826,900

张艳 境内自然人

0.22% 675,700

闫素美 境内自然人

0.21% 641,568

李俊 境内自然人

0.21% 63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玉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刘戈林女士为公司董事，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它

7

大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

7

大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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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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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932,114.0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8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417,085.12�元，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了157.6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804,965.80元，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了70.76%。

（1）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合计为40,932,114.01�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减少了1.85%。其中医疗软

硬件、系统集成销售及维护40,863,088.00元，占营业收入的99.83%。

（2）营业成本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合计为28,612,540.83� 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加了25.32%。其中医疗

软硬件、系统集成销售及维护28,612,540.83元，占营业成本的100%。

（3）费用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金额为 12,702,652.28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加了38.76%，主要为子

公司信通网易管理人员增加， 销售费用金额为5,197,694.31� 元， 较去年同期同比增加了

29.59%，主要为子公司信通网易销售费用增加。

（4）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投资收益-2,748,713.20�元，主要由于子公司义幻医疗亏损所致。

（5）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资金额为7,057,643.16元， 研发投入中形成资本化金额为415,

072.01元，主要为子公司信通网易研发投入。

（6）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7,807,457.25� 元，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信通网易

经营活动与经营性往来形成。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606,131.00�元，主要为置出子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

所形成。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03,914.16�元，主要为公司与子公司信通网易融资

及偿还融资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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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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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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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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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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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

600751

天海投资、 天津海运、

S*ST

天海、

SST

天海、

S

天海、

*ST

天海、

ST

天海

B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科

B 900938

天海

B

、

*ST

天海

B

、

ST

天海

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涛 闫宏刚

电话

022-58679088 022-58679088

办公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143

号 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

143

号

电子信箱

600751@hna-tic.com 600751@hna-tic.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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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58,701 127,716,466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52,860 13,871,36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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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8,939 4,734,488 -39.61

营业收入

151,987,127 156,992,764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448 139,214 2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8,038 78,277 45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27 1.03

增加

2.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64 0.0480 22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64 0.0480 2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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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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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6 602,006,689 0

质押

602,006,68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未知

14.33 415,565,400 0

无

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19 266,436,596 0

质押

266,436,596

上银基金

－

浦发银行

－

上银基金财富

1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3.23 93,582,679 0

无

方正富邦基金

－

华夏银行

－

天海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0.69 20,080,805 0

无

彭根强 未知

0.65 18,937,900 0

无

张家玮 未知

0.46 13,432,573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10,613,347 0

无

万林龙 未知

0.23 6,770,000 0

无

满润琪 未知

0.18 5,204,3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新华物流为海航科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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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积极探索发展转型，结合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行

业发展，公司聚焦主业不断做大做强IT供应链及技术解决方案业务，持续加大对未来技术趋

势业务的投入，聚焦运营效率提升及高利润业务的扩大。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

炎疫情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将持续做好各类防疫工作。

（一）核心业务保持稳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20年上半年， 英迈国际实现收入216.14亿美元， 净利润2.32亿美元， 净利润同比增加

32.84%。 受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影响，2020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居家办公需求快速增

长，英迈国际技术解决方案中的商业消费模块业绩提升。同时，英迈国际积极管控运营成本，

降低人工成本及渠道费用，核心运营指标同比稳步提升，收入规模、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均

处于行业前列。

2020年上半年，英迈国际在全球获得多个最佳分销商的荣誉，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肺炎疫情导致美国及加拿大地区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 英迈国际还发布了针对合作伙伴

的新一期授信计划，额外对2000多家北美地区的渠道分销商追加1.1亿美元的授信。

（二）加快云服务及其他高利润业务的布局及投入

随着企业的云产品IT支出快速增长以及云计算技术的不断成熟， 企业级云服务需求未

来将会出现激增。 英迈国际的云服务业务收入已经连续三年同比增长超20%，2020年还将不

断加大对于云服务的投入，并专注于增强CloudBlue平台的业务复购率及用户基数的扩大，进

一步推动托管服务及增值服务业务的增速，促进交易从Odin/Ensim到CloudBlue的平台转换。

此外，还将重点发展高阶技术解决方案组合、电子商务服务、全球IT资产处置等高利润业务。

（三）积极参与参股公司治理

公司参股公司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拥有AAA评级的担保

公司，2020年继续保持国内所有7家主流评级机构授予的AAA评级且评级展望稳定。经过近几

年的积极开拓，中合担保在债券增信这一高端业务领域已经占据显著市场份额，债券担保余

额在所有担保增信机构中继续排名第三。

公司高度重视重要资产的管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合法合规参与中合担保经营决策，

保障公司利益。

（四）其他业务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积极盘活存量物业资产，不断拓展房产租赁渠道，目前已经对外出租

天津地区房产，用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扩大盈利空间。

（五）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行业及公司治理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顺利完成第十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六）公司发展获得市场认可

2020年7月27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海航科技位列中国上

市公司500强榜单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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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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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1

2020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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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的集团 股票代码

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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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鹏 犹明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

号美的总部大楼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

号美的总部大楼

电话

0757-22607708 0757-23274957

电子信箱

IR@mid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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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139,067,022 153,770,300 -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13,928,295 15,187,069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千

元）

13,457,044 14,555,674 -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18,405,491 21,787,890 -1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2.01 2.32 -1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2.01 2.30 -1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3% 16.97% -3.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千元）

334,662,664 301,955,419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千元）

104,979,110 101,669,16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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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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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6% 2,212,046,613 0

质押

21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30% 1,212,996,966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3% 198,145,134 0

方洪波 境内自然人

1.95% 136,990,492 102,742,869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

自有资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1.72% 120,379,06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90,169,354 0

黄健 境内自然人

1.26% 88,032,2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92% 64,377,363 0

袁利群 境内自然人

0.75% 52,638,405 0

质押

6,840,000

栗建伟 境外自然人

0.74% 51,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袁利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703,000

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935,405

股，实际合计持有

52,63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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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受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消费和生产在短期内都受到一定冲击，自

今年2月底开始，海外地区的疫情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而且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也更为错

综复杂。面对这一系列严峻考验，公司始终坚持“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 三大战略主

轴，聚焦产品力提升，坚定推进落实“全面数字化、全面智能化”的核心战略，持续推动企业文

化再造，实现全价值链的卓越运营，把握行业消费升级趋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内生式增

长，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能力。从经营业绩和团队表现来看，美的在上半年经受住了

考验，从疫情发生后的快速应对，到第二阶段的复工复产，再到第三阶段的恢复正常经营，反

应迅速、表现出色，疫情之下，企业的免疫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这免疫力正是美的长期以来

所塑造的组织敏捷性和经营韧性的直接体现。公司渠道库存、经营活动现金流等各项指标趋

势持续向好， 产品品质与口碑持续改善， 公司全品类及全球协同的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稳

固。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1,397亿元，同比下降9.4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9亿元，同比下降8.29%（具体内容请参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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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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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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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财务报告附注五及附

注六，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主要有美的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重庆美的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天津安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合康新能” )，详见附注五(1)、附注五(2)(a)，本年度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附注五(2)(b)。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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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

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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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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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正帆科技

688596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虞文颖 张瞻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春永路

55

号 上海市闵行区春永路

55

号

电话

021-54428800 021-54428800

电子信箱

ir@gentech-online.com ir@gentech-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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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223,760.14 1,695,405,068.74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7,606,694.49 668,857,182.38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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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20,882.54 -100,490,653.4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44,782,492.43 512,572,254.93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06,356.29 15,347,196.18 7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759,409.06 13,096,752.94 1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92 2.79

增加

1.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9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9 55.5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

4.22 3.49

增加

0.7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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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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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风帆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2 53,288,760

无

宁波量子聚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4 14,883,513

无

周明峥 境内自然人

7.11 13,671,394

无

黄勇 境内自然人

7.11 13,671,394

无

苏州嘉赢友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 9,796,797

无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6 9,144,197

无

嘉兴同系恒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7,749,503

无

杭州友财中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7,608,503

无

周力 境内自然人

3.67 7,060,360

无

宁波芯可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6 4,923,79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苏州嘉赢友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杭州友财中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苏州

建赢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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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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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深挖客户需求，提供供应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针对下游各领域

所使用的介质特性及工艺特点，推出新型产品及服务。目前公司产品及服务已经进入了包括

泛半导体、医药制造、光纤通信等先进制造行业，涵盖了半导体工艺的多个关键领域，利用六

大核心技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储备，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478.2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2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680.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67%。

公司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478.2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778.98万元。主要是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工程项目竣工推迟。

2、企业管理

公司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业务模块化管理，完善业务单元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促进业

务管理扁平化、业务团队创新力和执行力的最大化；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的信息系统和管理

流程；进一步完善数据化管理，加强项目成本精细化管理和业务单元业绩核算；进一步完善

风控机制，帮助业务团队把控客户和项目的筛选、合同条款的签订等。

3、研发成果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 通过在工艺介质供应系统及其相关领

域的深耕，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有授权专利80项，其中发明专利25项，实用新型专利54项，

外观专利1项。

4、人力资源

公司在人才优化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在高端人才方面吸收引入外部/外籍高级人才，提升

公司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并加快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在基层员工方面扩大对应届生的招聘，

提升公司对员工的培养能力。公司在以上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将会优化公司人才合理的阶

梯式布局，以应对行业和市场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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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44、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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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