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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2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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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创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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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亦争 曾日辉 

办公地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 233 号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 233 号 

电话 020-83903431 020-83903431 

电子信箱 irm@vtron.com irm@vt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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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76,579.42 500,001,975.31 -5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716,934.89 53,235,215.08 42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993,452.98 37,227,103.19 -15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868,573.71 -9,313,970.66 -2,61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6 4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6 4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2% 1.48% 9.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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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916,760,316.56 2,866,992,973.81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2,863,860.87 2,308,751,260.25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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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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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R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23.31% 211,268,400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4% 91,000,000    

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

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二号（有限合

伙） 

其他 2.99% 27,058,823    

南京丰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13,529,411    

重庆和信汇智工业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11,543,300    

黄胜 境内自然人 1.06% 9,613,6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四川三新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81% 7,352,942    

何小远 境外自然人 0.67% 6,096,348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深圳国调

招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57% 5,147,058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5,036,5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除股东何小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外，控股股东

VTRON INVESTMENT LIMITED 与其他 8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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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黄胜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61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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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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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注：2020年3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VTRON INVESTMENT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股东何小远、何泳渝（以下简称“转让方”）

与台州市中数威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数威科”）签署了《关于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转让方向中数威科转让所持有的219,502,109股威创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4.22%），其中，VTRON 

INVESTMENT LIMITED转让211,268,400股、何小远转让6,096,348股、何泳渝转让2,137,361股，本次股份转让已于2020年7

月31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VTRON INVESTMENT LIMITED变更为台州市中数威科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中数威科于2020年3月23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数威科无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何正宇、何小远、何泳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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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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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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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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648万元，同比下降56.70%；营业毛利9,711万元，同比下降

63.88%；报告期内，公司处置物业资产产生税前处置收益33,970万元，公司最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972

万元，同比增长425.44%。 

（一）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业务(VW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实现营业收入15,618万元，同比下降

47.44%；实现营业毛利7,934万元，同比下降47.77%。 

1、业务受疫情影响严重，正在逐步好转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VW业务影响非常大，上半年新增商机同比下降18%。一季度市场拓展、项目招投标、发货、施

工等工作基本停滞，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708万元，同比下降68%；二季度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好转，公司的各项工

作也逐渐步入正轨，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910万元，同比下降35%。 

2、持续聚焦客户价值，不断优化内部资源 

控制室用户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大屏显示，能否将分散在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不同类型的信号、数据、信息快速接

入，有效整合；能否让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对信息及时分享、顺畅交互；能否对大屏高分辨率应用场景灵活编辑；能否便捷、

高效操控；这些都已是指挥中心建设者们的关注重点。对此，公司加大了智汇融合平台及行业可视化应用的建设力度，加大

软件研发部门的投入力度，将原先相对独立的几个软件应用部门整合到一个部门，注重底层平台的通用性和二次开发能力，

并结合部分重点行业的具体业务深度开发，致力于打造“平台+行业应用”模式。 

3、开放共生，合作共赢 

智汇融合平台具备大屏门户、资源汇聚、互联互通、场景编辑、集中控制五大功能，是一个开放型的基础平台，方便

合作伙伴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具体业务、具体需求作二次开发，形成适合该行业、该客户的可视化应用方案，实现

快速推广、合作共赢的目标。 

（二）儿童成长平台业务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儿童成长平台业务的相关服务、商品的销售、新业务的拓展受到了较大冲击。报告

期内，儿童成长平台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029万元，同比下降70.28%；实现营业毛利1,777万元，同比下降84.81%。 

幼儿园服务业务实现收入1,234万元，同比下降86.07%。报告期内，公司的合作幼儿园大部分时间处于暂停运营状态，

保教费等收入大幅减少，合作园所对公司幼儿园服务业务的采购需求较去年同期出现了大幅下滑。因防疫原因，各地区对跨

区域的人员流动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导致公司园所服务人员的线下服务开展、新客户的拓展也受到一定限制。针对

疫情，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帮助合作园所共渡难关，并进一步增强与合作园所、家庭的连接。包括加强线上服务的输出，

开展面向园长、教师的“直播讲堂”活动，组织合作园所进行各类岗位的线上轮训；指导合作园所的幼儿家长居家安排儿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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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帮助园所与家庭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促进家园沟通。相关工作获得了合作园所和家长的好评。 

幼儿园商品销售业务实现收入3,910万元，同比下降51.25%。受疫情影响，幼儿园商品销售业务在2020年一季度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2020年二季度随着部分地区的合作园所复园，销售情况有所回暖。在疫情期间，公司快速推出《5S战疫计划》

产品包，包括标准防控警示卡，疫情主题课程，疫情相关政策及制度以及物资配备说明等，助力园所顺利开园。公司于上半

年研发储备了幼儿综合美术、大型户外国防游戏等多款新课程，并升级完善了原有的部分课程体系，在园服、书包、衣帽等

纺织品方面针对疫情做了创新设计与开发。相关产品预计于9月秋季学期开学前后投入市场，为下半年的业务发展带来积极

促进作用。 

多元儿童成长场景业务实现收入754万元，同比下降73.28%。疫情期间，各地针对儿童校外培训机构、儿童早教/托育等场所

提出了严格的安全要求，复课时间普遍滞后。合作客户的相关服务、商品的采购同比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多元儿童成长

场景的业务拓展也受到较大影响。儿童社区学校业务方面，在全国合作校区尚未开学的情况下，得益于新推出的在线课程帮

助了校区实现新生引流、老生消课，带动了一定程度的图书、教具等商品的销售。儿童早教/托育业务方面，结合疫情中0-3

岁家庭教育的需求，公司在现有“家庭+社区，线下+线上”教学体系基础上，对线上教育平台进行了重新开发和整合升级，为

家庭环境下的亲子教育提供示范指导，帮助家长全面理解孩子的成长，树立科学早教的观念。从2月起每周举办公益性的线

上早期家庭教育讲座，为数以万计的家庭和孩子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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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根据财政部相关法规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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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的合并范围减少包括：北京威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威创潜能（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童语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北京梯子时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市红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启迪红缨（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金色摇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正宇 

202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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