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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0-083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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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新源 股票代码 3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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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

科技工业园 2 号、3 号厂房 
 

电话 0755-3369 1628  

电子信箱 tzh@szcot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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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61,686.78 171,114,790.34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14,416.28 28,890,915.77 2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2,455,761.55 24,013,321.91 3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70,051.56 27,270,183.33 2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3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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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3 -1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 5.6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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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709,218.21 706,929,367.07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9,728,200.20 552,200,610.24 4.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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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创鑫华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8% 25,200,000 0 质押 16,800,000 

苏州天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4% 19,527,060 -2,298,400 质押 16,580,700 

周东 境内自然人 6.67% 8,325,620 950,000 质押 4,000,000 

石河子市众能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5% 7,304,347 0 质押 3,860,000 

钟志辉 境内自然人 5.00% 6,244,200 -2,025,800 质押 4,950,000 

五矿证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 3,810,200 -46,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复兴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7% 3,456,411 2,446,09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双擎升级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4% 2,546,250 0   

王逸 境内自然人 1.98% 2,472,380 92,380   

#张元华 境内自然人 1.47% 1,833,360 1,833,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周东为深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河子市众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除此之外，周东先生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元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3,360 股，合计持有 1,83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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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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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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延迟，

导致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业务开展进度有所放缓。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控制，第二季度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46.1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9%；实现营业利

润4,039.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21.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89%。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稳健推进通信天馈系统用防水密封材料产品的生产和交付，通过调整和优化客户群体及产品结

构，提升高毛利率产品的销售占比，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实现营业收入15,846.17万元，毛利润8,263.63万元，毛利率较去

年同期增长13.07%。另一方面，2019年公司将江苏杰立和柳州宏桂等亏损企业剥离，将无锡昆成等盈利企业纳入合并报表，

极大的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资产质量，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38.89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管理能力提升计

划和“提质增效”计划，通过产品经理机制、项目管理等管理工具以及产品的工艺路线改进，公司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管

理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能力和运营效率得以提高；此外，公司持股20%的联营企业嘉源信德通过旗下合伙企业

投资的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登陆科创板，本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收益约8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疫情防控，确保订单稳定交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各地采取了隔离、推迟复工、交通管制、禁止人员聚集等防疫管控措施。为有效应

对疫情危机，公司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管理办法和各项业务流程，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成为当

地非医药类复工的第一批企业之一。 

公司在顺利复工后，一方面继续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链的沟通工作，采取多种措

施保障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公司的生产经营除第一季度受疫情有所影响外，第二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报告期内，鉴于公司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依然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对主要大客户的交付工作，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

极大地巩固了公司在细分行业领先的地位。但相对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形势尚不明朗。公司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态势及时调

整生产计划，充分发挥柔性生产制造系统的优势，满足客户多样化的定制需求。 

（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自2019年公司收购无锡昆成以来，公司已形成了“以通信业务板块为核心，以电力业务为补充”的两大业务板块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对高附价值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不断优化客户群体和产品结构，公司主要产品防水密封胶带、

套管以及绝缘防火材料等产品的毛利率稳步提升，同时具备高附加值的防火绝缘材料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快速增长，由去年

同期的3.88%增长至本报告期内的18.61%。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依托于5G基站用塑料金属化天线设备全制程的生产能力，全

力推进5G相关产品如塑料电镀振子、散热器、隔离器、环形器等精密结构件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产品结构从“关键辅料”向“核

心结构件”逐步转移，为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引进高端人才，启动“提质增效”计划 

为了应对未来业务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在优化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通过引进高端人才充实公司管

理队伍，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为进一步进行内部资源整合，实现集团精细化管理目标，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开展

了“提质增效”系列工作，以数据规范管理，打造高效组织结构，坚持树立内部客户思想，形成流程化、制度化的服务业态，

推动公司长远持续发展。 

（四）拓展销售渠道，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目前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直销模式侧重于与公司已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客户，如国内

主要通信设备商华为、中兴等；经销商模式则主要集中于公司大力拓展的通信运营商市场及电力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始终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抓手”的经营策略，在通信运营商市场及电力市场依托丰富的经销商资源，形成了“以华南地

区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销售市场布局。在销售渠道上，公司在加快线下业务开拓的同时借助于线上招标平台，扩大产品的

销售份额。 

（五）深化“本地化”策略，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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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及深度挖掘海外市场，公司制定了“本地化”的发展策略。报告期内，公司境外子公司科创新

源拉丁美洲公司和科创新源（国际）有限公司已启动运营并实现本地交付，其中科创拉美公司已成功进入华为在巴西的合格

供应商体系，科创新源（国际）有限公司则成为公司开拓欧洲地区的重要平台。随着上述拓展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公司产

品进一步得到了国外通信设备厂商、运营商及通信领域客户的认可。 

目前公司业务已覆盖通信、电力、海洋、汽车等几大板块，为公司的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将在继续深耕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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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有关要求，公司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变更后，公司

将执行财政部2017年7月5日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有关规定。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

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0年4月9日刊登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码：20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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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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