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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5                               证券简称：联得装备                         公告编号：2020-096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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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得装备 股票代码 3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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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辉 杨晓芬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社区同富邨

工业园 A 区 3 栋 1-4 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社区同富邨

工业园 A 区 3 栋 1-4 层 

电话 0755-33687809 0755-33687809 

电子信箱 irm@szliande.com irm@szlian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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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26,322.08 343,749,318.67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689,575.17 42,966,111.32 -1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4,483,711.25 40,959,949.83 -1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70,895.53 62,248,033.03 -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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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0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0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7.0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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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966,319.10 1,457,124,843.23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5,044,364.43 721,066,299.55 4.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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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泉 境内自然人 60.30% 86,886,722 69,235,500 质押 9,850,000 

李艳阳 境内自然人 1.93% 2,782,278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城

久富核心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1.84% 2,650,676 0   

饶忠华 境内自然人 0.86% 1,243,300 0   

刘文生 境内自然人 0.81% 1,171,800 1,125,000   

钟辉 境内自然人 0.47% 675,000 675,000   

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7% 540,000 0   

深圳市嘉源启

航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500,000 0   

吴自然 境内自然人 0.31% 450,000 0   

蓝勇 境内自然人 0.28% 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持股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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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饶忠华共计持有 1,243,300 股，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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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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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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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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联得转债 123038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9,000 

第一年 0.5%、

第二年 0.7%、

第三年 1.1%、

第四年 1.7%、

第五年 2.1%、

第六年 2.7%。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1.51% 50.51% 1.0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6 8.83 -50.6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主要致力于平板显示模组组装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从事平板显示自动化模组组装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服务。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邦定设备、贴合设备、偏贴设备、检测设备、大尺寸TV模组组装设备、汽车电子显示组装设备、

半导体倒装设备及移动终端自动化设备等。公司所产设备可广泛应用于平板显示器件中显示模组，主要是TFT-LCD、 OLED

显示模组，以及触摸屏等相关零组件的模组组装生产。借助模组组装设备生产的平板显示器件及相关零组件，是包括智能手

机、移动电脑、平板电视、液晶显示器、汽车电子在内的新兴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需要显示功能的终端产品。 2020年，

公司始终保持厚积薄发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到最新的模组组装领域。除了保有已有的中小尺寸设备模组的市场，公司在大尺寸

研发方面上，进行大尺寸模组邦定设备研发以及TV模组整线的拓展，给公司提供了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形成产品竞争优

势，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在半导体领域取得新进展，公司已完成研发半导体倒装设备并签订相关设备订单，实现

了该类设备销售的零突破。公司在报告期全面切入汽车电子领域，持续拓展研发项目，为公司未来的发展路径稳扎稳打，坚

定夯实了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162.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9%；实现净利润3,768.9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28%。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评认定正在进行中，

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暂按照25%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一旦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评认定，公司将按15%

的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 

    在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持续扩大经营规模 

    在下游面板厂商加快布局、增加投资的推动下，公司仍在不断扩大自身生产经营规模， 提高公司产品技术含量，完善公

司产品种类。公司持续招募生产人员、研发技术人才及优秀管理人员,扩建公司优秀管理、研发团队，以加快设备生产、实

现与客户需求的良好对接以及公司内部的高效管理，并新租赁产房及宿舍，以实现正常生产、解决新增员工基本住宿问题。

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稳定发展。同时，按照公司的既定规划，报告期内逐步促进龙华总部及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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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厦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期早日搬入扩大经营规模。 

  （二）实施股权激励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解锁了第三期满足条件的限制性股票57.6160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涵盖了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业务人员和制造人员。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效激励了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为公司的

快速发展、公司长期目标的实现而共同努力，也形成对行业优秀人才的聚集效应，能有效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强化公司的

凝聚力。 

   （三）紧抓研发拓展新领域 

    公司历来重视技术创新，致力于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投

入，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投入总额为2681.89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7.63%，较上年同期增长17.35%。报告期内，公司在

中小尺寸面板模组组装领域持续创新，得到行业与客户的肯定，科研成果取得良好进展。此外，公司也加大投入大尺寸设备

领域的研发，目前已经完成大尺寸模组邦定设备研发以及TV模组整线的研发生产转为正式订单，给公司提供了进入更大市

场的机会，形成产品竞争优势，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公司还逐步切入半导体领域，通过研发成功的半导体倒装

设备，顺利布局半导体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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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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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泉 

2020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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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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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