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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8                              证券简称：诚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91 

诚迈科技（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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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迈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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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锟 沈天苗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 幢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 幢 

电话 025-58301205 025-58301205 

电子信箱 chengmai@archermind.com chengmai@archermi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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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805,815.96 292,855,393.54 2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18,034.49 849,927.56 -3,53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9,570,227.02 -2,509,480.99 -1,47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03,888.99 -21,625,983.81 4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9 0.0106 -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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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9 0.0106 -2,7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0.18%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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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977,116.84 850,079,682.00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9,194,286.13 646,093,550.46 0.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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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德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40% 31,613,043 0 质押 9,451,000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境外法人 8.98% 9,343,796 0   

南京泰泽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1% 6,039,384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

富通股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66% 3,809,412 0   

南京观晨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4% 3,788,720 0   

杜辉雯 境内自然人 1.15% 1,200,563 0   

上海国和现代

服务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1,100,424 0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境外法人 0.73% 764,162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749,964 0   

上海盘京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盛

信 2 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680,4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其他股

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股东杜辉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40,11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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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60,453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00,563 股。 

股东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盛信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0,4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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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公司努力巩固与扩展移动

智能终端及汽车电子领域业务，并积极拓展移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新业务方向。通过加强研发和技术创

新，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结构，加快市场拓展力度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7,380.58万元，同比增长27.64%；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921.80万元，同比下降3,537.71%。

其中报告期公司实现投资收益-3,658.02万元，主要为按权益法承担的参股公司亏损以及处置子公司股权所

得收益，若扣除投资收益，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均取得了较

好增长。 

（一）深耕智能终端主业，积极拓展新方向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响应市场变化调整业务策略。一方面通过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稳固与主要

客户的合作；另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结构，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扩大新客户合作规模。公司调整

研发资源配置，加大市场热需的人才投入和技术积累，以满足客户对该方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摄像头影

像和人工智能技术积累上加大研发投入，在5G技术上积极参与相关研发合作与产业联盟，力争形成技术先

发优势。 

（二）外延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能力，发力汽车智能驾驶舱系统 

在智能汽车的诸多核心系统中，智能驾驶舱系统是变革的核心之一，智能驾驶舱系统的发展需要选用

集成度更高的芯片，如英特尔、高通等；接纳更多样化的操作系统，如Android、AliOS、Linux、QNX等。

公司在上述移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耕耘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规模化的人才团队，可以更专业的帮助

汽车电子领域各层级厂商加速在智能驾驶舱系统的升级换代。报告期内，公司基于虚拟化的智能驾驶舱解

决方案实现了对主流的高通、英特尔、瑞萨下一代芯片的支持和优化，帮助汽车主机厂和一级供应商快速

实现产品化。同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智能驾驶领域和业界领先的公司合作，发展解决方案、提高技术

服务能力。 

（三）持续拓展新业务方向、围绕参股公司发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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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用完善的人才队伍，丰富的技术积累，紧跟当前国家在新基建等方面的部署，在新兴技术应用

方向进行投入，并围绕参股公司努力拓展自身业务，服务国产操作系统生态建设。 

（四）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完善薪酬福利体系，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才梯队管理、员工晋升

通道管理、职业培训体系等，加快落实研发、营销等部门的人才招聘工作，不断挖掘员工内在潜力，提高

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批授予部分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了

预留部分期权的授予事项，达到了稳定人才队伍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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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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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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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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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处置合资公司深圳市金年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②孙公司芜湖诚迈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0年05月14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③公司在太原设立全资子公司山西诚迈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该公司于2020年

05月13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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