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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0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2020-074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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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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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艺文创 股票代码 30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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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文婷 陈庚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8 号环球广

场 1701 单元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8 号环球广

场 1701 单元 

电话 0591-87762758 0591-87762758 

电子信箱 board@fz-profit.com board@fz-prof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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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87,581.27 279,342,549.38 -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06,526.60 22,241,721.84 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062,661.72 19,093,447.13 -1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33,620.98 42,411,573.63 -5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1452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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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1452 -2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6% 7.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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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806,539.29 407,573,142.75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600,846.85 333,759,340.25 -4.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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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体芳 境内自然人 47.01% 103,788,000 77,841,000 质押 25,920,000 

陈岚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1,350 12,150,000   

许美珍 境内自然人 3.67% 8,100,000 0   

朱峰 境内自然人 3.61% 7,965,000 0   

吴丽萍 境内自然人 3.61% 7,965,000 5,973,750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3.06% 6,752,600 0   

福州泛太平洋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领航五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7% 4,782,500 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1.21% 2,679,500 0   

郑辉 境内自然人 1.11% 2,447,200 0   

福州泛太平洋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丝互盈二号

策略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94% 2,065,9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体芳与许美珍为一致行动人；李欣与周信钢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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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股东周信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17,60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3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752,600 股。 

 2. 公司股东福州泛太平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航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82,5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782,500 股。 

3.公司股东李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9,75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99,7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79,500 股。 

 4. 公司股东郑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47,2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447,200 股。 

5.公司股东福州泛太平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丝互盈二号策略私募投资基金除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065,944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65,94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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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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二十余载，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文创家居用品整体供应商”，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文创家居用品的研发设计、外

包生产、销售三路并行的一站式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无变化。 

作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文化、品牌“走出去”的战略路线，公司始终秉持“文化资源创

意化、创意设计产品化、产品销售产业化”的业务理念，立足于海内外文化，将中国历史遗迹、建筑园林、文物珍宝、名山

大川、民俗风情、宗教等文化元素，融合当季流行潮流趋势，借助专业的研发设计团队，将设计与创意应用于陶瓷、树脂、

竹木等载体，打造出兼具“时尚、创意、设计”于一体的创意家居用品。卓越的设计能力和精准的营销渠道为公司赢得了客户

的广泛信赖，目前，公司业务已覆盖至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期内，全球疫情相继爆发蔓延，导致公司各项业务开展进度放缓，对公司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影响。为此公司及时

调整了年度经营计划，除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国家销售渠道的建设以外，还加强对新的营销模式及渠道的开拓

探索力度；同时受益于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大力支持，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相对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23,688.7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20%；本期实现净利润为2,340.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4%，公司本期重点工作

汇报如下： 

 

  1.坚持自主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始终秉承"创新引领、传承文化、品质家居、缔造生活"，专注于创意装饰品、休闲日用品和时尚小家具的研发，报

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研发与创新力度，与客户不断沟通，改进产品性能，增加产品功能。同时加强研发团队力量，推动技

术和产品不断升级，继续强化项目储备及新产品研发，确保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推动公司业务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2.优化营销渠道，夯实业务基础 

公司管理层面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用好福建自贸区，国家新区和“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区域

优势和扶持政策，除巩固原有欧美客户外，还重点开拓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市场，扩大公司的产品市

场份额以及业内的影响力。此外，面对疫情全球蔓延的大环境，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多方面的举措，以应对新的市场环境所带

来的挑战。在营销渠道方面，计划运用互联网电商、直播电商等销售模式，借助国内外成熟的电商平台，加大布局线上营销

渠道，更多地开拓新的线上市场。在市场开发方面，公司也在加大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以内需对冲外需的减少。在产品方

面，一方面，公司继续丰富产品线，尤其在目前海外对防疫物资需求量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公司也在尝试开展部分防疫物资

的销售业务，拓宽经营范围；另一方面，计划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并积极探索通过获取成熟IP授权或打造自主IP等方式提升

产品附加值。在管理方面，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强化客户资源的整合与管理，提升组织能力。 
 

    3.强化内控建设，完善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参照《新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积极推进内控制度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三会运作等工作提升规范运作水平，通过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投资者关系电话专线、互动平台、现场调研等线上线下多渠道常态互动，保持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畅通交流，提高公司运作透

明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形象，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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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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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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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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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