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54                           证券简称：东华测试                           公告编号：2020-024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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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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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测试 股票代码 3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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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玲 何玲 

办公地址 
江苏省靖江市新港大道 208 号（沿江公路

罗家港桥东北侧） 

江苏省靖江市新港大道 208 号（沿江公路

罗家港桥东北侧） 

电话 0523-84908559 0523-84908559 

电子信箱 heling@dhtest.com heling@dh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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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1,951.17 60,517,910.51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70,877.27 2,063,264.59 6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54,476.17 410,225.48 25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14,315.55 -14,709,565.3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 0.015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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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 0.01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0.5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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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78,606.26 424,993,857.63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0,597,678.57 384,042,811.35 -0.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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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士钢 境内自然人 49.72% 68,765,930 51,574,447 质押 9,200,000 

罗沔 境内自然人 6.77% 9,360,000 7,0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8% 1,763,600 0   

刘沛尧 境内自然人 0.41% 566,000 424,500   

王少荣 境内自然人 0.33% 463,000 0   

王瑞 境内自然人 0.25% 350,000 262,500   

瞿喆 境内自然人 0.25% 349,300 261,975   

钱国华 境内自然人 0.24% 330,000 0   

管予菲 境内自然人 0.23% 314,300 0   

宋元彬 境内自然人 0.19% 263,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刘士钢和股东罗沔为夫妻关系，刘沛尧为刘士钢哥哥之子，瞿喆为刘士钢姐姐

之女，王瑞为刘士钢妹妹之子。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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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管予菲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4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4300 股。公司股东宋元彬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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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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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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客户复工延迟,部分需求后移，对公司经营产生一

定影响。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公司积极应对，调整经营节奏，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各级政府对新冠疫情防
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从人员稳定、供应保障、社会责任、内部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支持国家在对抗疫情

方面的各种政策。公司在管理层的统一部署下，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深耕细分应用市场领域；引进

高端技术和企业管理人才，建立了关键岗位人才业绩潜力模型，构建了管理和技术双通道职业发展体系，
在优化人员考核激励机制的同时也促进了员工凝聚力的提升；围绕市场需求，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力度，以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严格按照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加强产品质

量控制；持续优化公司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和运营效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65.2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5.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47.0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68.22%。 

公司完成的主要重点工作如下： 

（1）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以“抗干扰测试技术等为核心竞争力、智能化测试仪器产品为应用主线、整体测试技术解决方案
及增值服务为延伸方向，自主创新、系统创新、持续创新”为整体研发目标。公司以市场需求导向对研发

体系进行调整优化，进一步提升团队研发效率，保证研发质量；加强技术基础管理和流程规范，加快技术

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技术标准化建设，优化公司产品技术总类。在持续改进和升级现有主导产品的

同时，紧跟工业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大趋势，加大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力度。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投入研发力量，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如下： 

测试仪器部分：为了更好的应对国际复杂形势，东华测试已完成低速和高速两个系列国产化数据采集

系统的研发，并通过了与其工作环境对应的振动、冲击、高低温、湿度等环境适应性试验，即将投入小批

量生产。继续优化现有产品，在保证性能指标不变或指标更优的前提下对部分产品进行降成本处理，对
DH5907N桥梁实验模态测试分析系统进行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完成DH3820N、DH3819N、DH5908N

的小批量试制，形成批量销售，同时结合现有产品与市场需求，着手开始设计研发全新坚固型测试平台，

在该平台基础上，对DH5902N进行升级换代，以提升性能与市场竞争力；完善结构状态监测和旋转机械状

态监测系统，DH2002、DH2004已开始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部分设备已在客户处试用，并已开始进入销

售环节；继续完善电化学分析仪，进行小批量生产，部分仪器已在客户试用处，并已开始进入销售环节。 

传感器部分：公司进一步加大了传感器研发、生产的投入，提高生产能力。新研制了482℃高温加速

度传感器、带自检功能的加速度传感器及多款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微型三向振动传感器、工业振动传

感器等，并对多款传感器进行改进，提高产品性能和竞争力。 

软件部分：继续优化东华测试DHDAS软件平台，增加多种分析模块，如声发射模块等，进一步提升
软件竞争力，并完成了基于Linux内核操作系统的测试软件的开发；着手研发东华测试全新数据采集与分析

软件平台，模块化设计，全新人机交互界面，更加流畅的软件操作逻辑，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持

续优化结构状态监测和旋转机械状态监测系统，完善基于B/S架构的CMA3.0旋转机械状态监测软件，具有
档案信息管理、巡检管理、在线管理、无线监测、运行状态、诊断工具、检修管理、统计报表、轴承库管

理、系统维护等功能，24小时“保姆式”维护，精准锁定故障设备，定时掌握零部件损耗，有效减少停机维

护时间和成本，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市场客户满意度建设 

在研发和市场结合方面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宗旨。应用支持紧贴前端市场，进一步

完善梯队式的市场队伍建设，按照不同客户业务模式组建专门的市场团队，推动需求管理项目的实施，提
高体系的需求管理能力。公司市场部门通过利用现有资源挖掘更多市场空间，大力发展新客户。通过微信

平台成立用户互动平台，收集客户反馈信息，征询客户意见，持续提升客户使用体验，及时解决使用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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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并融合到新产品研发和产品升级需求中；充分应用CRM移动端，提高销售的效率、机动性及客

户需求响应即时性；组建各区域本地项目经理及技术支持专业队伍，以进一步加强各网点服务能力，确保
售前、售后服务及时、高效，提高客户满意度；持续改进客户培训制度。新建互动式产品展示厅，构建客

户快速体验平台，加深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和理解，促进客户解决方案的形成。 

（3）人力资源建设 

公司始终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工作，2020年持续引进和培养高端技术型人才和管理人才，提升公司高层

次人才比例。进一步健全了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激励形式，有效提高了员工工作积极性和

效率。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凝聚力，提高人才竞争力。 

（4）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募投项目建设的内控机制，本着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审慎原则，

切实有效用好募集资金。募投项目“机械设备与装置运行状态监测系统项目”、“测试技术中心项目”，公司

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放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并对项目进行延期。募集资金使用中未出现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公司将继续遵守公平、公开和诚信的原则，建立健全可操作性强、责权利明确的公司管理治理规则，

保证内控的实施，增加公司透明度，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标准，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互

动关系，争取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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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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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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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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刘士钢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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