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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2                            证券简称：飞荣达                            公告编号：2020-085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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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荣达 股票代码 3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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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 马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东

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 栋 9F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南光高速

东侧、环玉路南侧飞荣达大厦 1 栋 9F 

电话 0755-86083167 0755-86083167 

电子信箱 frdzq@frd.cn frdzq@fr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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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472,776,216.90 909,832,464.97 909,832,464.97 6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651,062.48 155,843,872.24 155,843,872.24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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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2,769,255.94 103,485,370.22 103,485,370.22 2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976,236.59 157,115,152.45 157,115,152.45 2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52 0.31 1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52 0.31 1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4% 12.69% 12.69% -2.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56,549,341.66 3,644,130,292.41 3,644,130,292.41 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75,411,034.35 1,529,213,426.00 1,529,213,426.00 55.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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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飞 境内自然人 48.09% 243,612,913 182,709,685 质押 6,090,000 

黄峥 境内自然人 10.45% 52,959,329  质押 35,365,061 

马军 境内自然人 2.82% 14,300,431 10,725,323   

飞驰实业投资（常州）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4,122,488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64% 8,295,672    

北信瑞丰资管－非凡

资产管理翠竹 13W 理

财产品周四公享 01 款

－上海北信民生凤凰

1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1% 5,602,827 5,602,827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3,735,218 3,735,2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3,143,28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58% 2,938,889    

吴壁群 境内自然人 0.37% 1,885,2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实际控制人马飞持有公司 48.09%股份，股东黄峥持有公司 10.45%股份。马飞

与黄峥为配偶关系。2、股东马军持有公司 2.82%股份，马军与马飞系兄弟关系。

3、飞驰实业投资（常州）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2.79%股份，马飞和马军分别持有飞驰投资 33.0002%和 2%的股权。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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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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下行、市场萎缩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下，公司砥砺前行，在董事会、经

营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围绕年初确定的总体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强化集团化运作及管控，加强内外部资

源的协同整合，有序开展经营管理工作，聚焦核心产业精耕细作，依靠研发创新突破技术瓶颈，不断夯实公司的综合实力，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经营指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277.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7,065.1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3,276.9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0%；基本每股收益0.3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0%。 

    1、抗击疫情，积极复工复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提前部署，成立应急领导小组，紧急安排采购防疫物资，制定疫情防控预案，按

照“五个到位”（防控机制到位、宣传排查到位、防控措施到位、防控物资到位、内部管理到位）的要求，做好防疫各项工

作。公司第一季度整体经营情况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一定影响，自3月份基本全面恢复正常生产且业绩同比增长明显，第

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9,391.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77%，较第一季度增长54.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75.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5%，较第一季度增长197.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199.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17%，较第一季度增长125.59%。 

     2、业务拓展，抢抓发展新机遇 

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推动客户认证，向客户提供打样测试，不断拓展下游市场。通过收购

合并广东博纬通信、昆山品岱、珠海润星泰、江苏中迪持续强化通讯及新能源等领域的业务布局。报告期内，虽然目前收

购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对公司经营业绩贡献较小，但协同效应日益显现，对公司盈利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司特种散热器和车载散热器成功进入客户资源池；吹胀板、天线罩获得A客户供应商资质并进入量产；在新客户拓

展方面，取得北汽新能源、大唐等供应商资质，浪潮边缘盒子项目为首个研发整体方案项目；分别取得宁德时代的大众、

特斯拉项目，以及软连接、密封橡胶定点，水冷板已参与项目打样。 

博纬通信与B客户的合作进展迅速，业务关系从以海外定制合作为主扩展到国内外市场全面合作；同时C客户JDM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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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完成，并已中标投产。昆山品岱已成为诺基亚、华为、惠普、Acer等客户的合格供应商。风扇流水线建造完成，开始

量产超薄风扇；吹胀板冲注线，也已于4月搭建完成。珠海润星泰在A客户5G 3.0项目上的交付表现得到了客户的充分认可,

同时将半固态压铸工艺在新能源领域得到应用，并在交付能力方面得到改善。 

此外，公司产品已经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领域，与传统汽车动力部件不同，两者热管理系统存在差异，致使新能源汽车

对动力散热有了新的需求，公司的风冷、液冷、相变材料和散热方案应用前景广阔。新能源汽车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

受到环境保护的压力，交通工具能源结构的变革势在必行。同时，在汽车轻量化过程中，塑料代替金属的材料和模组的应

用，车联网和智慧汽车的汽车电子相关的电磁屏蔽解决方案和材料等，均是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力空间。 

3、聚焦研发方向，整合研发资源 

2020年，公司研发确定了聚焦5G通讯、新能源、消费电子三大产业方向，将集团产业链整合能力与客户需求紧密结合，

合理规划研发项目，并取得了多项突破。 

上半年，为客户定制的特种散热器和散热模组成功应用，有利支撑公司5G通讯产品集成制造模式实现；一体化大阵列

振子工艺已取得突破，开始应用于5G通讯产品；超薄高散热齿5G壳体工艺技术已实现5G通讯产品发货；业内先进的软硬浸

塑包胶工艺、注塑件与模切件高精密组装工艺、石墨烯多异步工艺等已开始在消费电子产品中应用；内置双工的小型化超宽

频多频多端口电调天线、高容量4T4R混合多波束电调天线、超宽频多频小型一体化集束电调天线等产品开发完成投放市场。

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新材料和新工艺开发，多种高性能导热和导电屏蔽材料、镀金PI膜材料、瀑布屏3D保护膜材料、气胀-

钎焊冷板工艺等已完成样品验证；聚焦新能源电池包的液冷板等散热器、兼容4G/5G通信系统的小型化多端口智能天线等正

在开发中。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获得专利共计486项，其中发明专利175项，实用新型专利303项，外观设计8项。 

      4、加快华东华南布局，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公司位于常州金坛区的“飞荣达科技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期一标段（车间5-7#、11#）已竣工验收备案，二

标段道路于2020年6月20日完成；2020年4月取得5G基站及新能源汽车器件及组件项目环评批复，污水处理厂、烤漆厂已完

成初步方案设计。预计2020年将根据建设情况逐步投入使用，为公司产业空间和未来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津飞荣达搬迁

常州顺利完成（现更名为江苏飞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非公开发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6号）核

准。目前，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已收到2019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募集总额人民币699,999,984.99元，

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3,420,554.1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6,579,430.84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13750号）。 

未来“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实施后将主要生产5G天线罩、天线振子及用于交换机、路由器等通信设备的高性能结构

件等产品，该等产品未来将主要满足5G商用过程中对相关基站天线及通信设备的建设需求。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将持续推动公司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提升经营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助力公司把握

5G通信技术所带来的市场发展机遇，实现对5G通信产业的战略布局。目前募投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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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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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20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投资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品达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00%股权，本

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2020年5月，公司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华磁微波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51.00%股权，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③2020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飞荣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投资收购全资子公司南京加特源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④2020年6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揭阳博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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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马 飞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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