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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4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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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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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士科技 股票代码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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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 麻丹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电话 0755-21674251 0755-21674251 

电子信箱 jasiczqb@jasic.com.cn jasiczqb@jasic.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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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2,032,719.68 473,492,252.81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016,550.69 105,918,567.83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8,051,776.67 79,712,983.47 -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109,372.19 73,108,492.42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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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4.3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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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5,466,690.01 2,766,172,039.67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0,899,734.43 2,341,063,352.38 -8.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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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磊 境内自然人 13.15% 66,678,339 50,008,754   

徐爱平 境内自然人 12.77% 64,748,006    

深圳市千鑫恒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88% 50,088,026  质押 49,900,000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6.35% 32,188,851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1.98% 10,038,479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1.70% 8,630,000    

范金霞 境内自然人 1.27% 6,448,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1.18% 5,999,462    

刁守伟 境内自然人 1.14% 5,787,805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德威资本盛安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0% 5,049,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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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无控股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详情如下： 

变更前第一大股东姓名 徐爱平 变更后第一大股东姓名 潘磊 

变更前第一大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公告名称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比例达到 1%暨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1 月 20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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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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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12,032,719.6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98%；营业利润为 115,065,630.25 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9.56%；利润总额为 110,381,602.8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016,550.69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1.24%；基本每股收益为 0.2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76%。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①  销售管理 

国内营销中心对现有销售渠道进行深入分析，制定和优化经销商管理流程及评级考核文件，加强对渠道和经销商的管理；

通过前期对需求的细致调研，客户管理系统已正常运行，后期将不断优化系统功能和完善系统模块，提升销售管理工作效率，

提升客户满意度；通过团队建设活动和集中宣讲培训，销售团队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极大地增强了团队信心和工作激情；

公司电商业务逐步铺开，产品旗舰店在各主流电商平台均已上线。国际营销中心加强对海外各区域市场疫情发展和防疫政策

的监测，及时调整发货计划，对于可以正常发货的国家和地区，加快发货进度，缩短订单完成时间，确保销售实现；对于受

疫情影响较小且有增长潜力的区域，积极挖掘市场机会，加大销售力度，实现了在整体不良环境下个别市场的销售增长；加

大力度推进焊接配件和焊接材料的销售，取得一定的成绩。报告期内国内营销中心实现销售收入 223,457,938.80 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5.80%，国际营销中心实现销售收入 178,913,503.7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34%。 

②  研发管理 

报告期内技术中心加强对研发项目的管理，检查现有研发项目进度，对项目未按进度推进展开调查，及时制定解决方案，

并由专人负责跟进项目后续进展和实施效果；加快推进公司知识产权的申请工作，通过制定有效的激励方案鼓励研发人员积

极参与专利申请工作；通过培训提升项目经理的项目管理能力，通过内部培养提升工程师的专业技术能力，以综合提升公司

技术中心的研发管理能力和研发技术水平。 

③  供应链管理 

报告期内采购部完成年度供应商评审工作，根据物料分级基准制定供应商分级标准，对主要供应商的品质、交期及成本

进行综合评审，以确定公司合格供应商；加强采购控制，通过合理备货，提升物料齐套率和交期；持续推进物料的国产化替

代，缩减独家供应商数量，通过供应商竞争的方式实现采购成本下降。报告期内由于受疫情影响采购计划作出调整，同时部

分进口器件价格上涨，导致公司采购成本下降指标未达成。 

④  生产制造管理 

针对受疫情影响造成的工时延误，生产制造中心积极响应公司“大干 100 天”的号召，在短期内完成了有效复产，随着生

产人员的逐步到岗，生产进入有序阶段，公司产能和生产效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加强对生产员工的关爱，为其提升工作技能

提供便利，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高，员工流失率降低；工程部完成了部分车间的升级改造，持续改善生产现场管

理，生产流程更加合理流畅，车间工作环境大为提升。 

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疫情防控小组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制定了公司疫情防控工作管理办法

和各项业务流程，把防疫期间的宿舍管理、食堂管理、园区出入管理、公共区域消杀管理、防疫物资管理等各项工作落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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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切实保障了公司园区的安全以及所有员工的身体健康。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公司的疫情防控工作将会作为一项长期

工作持续进行。 

⑥  对外投资工作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子公司佳士电子商务和爱达思公司，加大对佳士欧洲公司的投资，同时为

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强公司在民用焊机市场的竞争优势，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首谷科技 49%的股权，首谷科技由公司控

股子公司变更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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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准则”） 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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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增加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本期新设深圳市佳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爱达思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分别为 100%、65%。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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