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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0-051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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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明技术 股票代码 00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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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英 陈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南山智园 B1 栋

23 层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南山智园 B1 栋

23 层 

电话 0755-33605007 0755-33605007 

电子信箱 infomax@streamax.com infomax@strea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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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42,276.41 656,163,959.37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561,013.62 79,973,575.84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5,781,119.68 70,318,066.17 -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08,883.53 44,234,694.11 -77.15%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1.23 -3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1.23 -3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 17.01%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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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178,232.75 2,051,273,408.34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6,986,300.61 1,379,380,446.9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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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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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坚 境内自然人 26.42% 45,659,200 45,659,200   

望西淀 境内自然人 19.33% 33,410,800 33,410,800   

嘉通投資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01% 29,400,000 29,400,000   

深圳市卓瑞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4% 7,680,000 7,680,000   

蒋明军 境内自然人 2.34% 4,050,000 4,050,000   

刘文涛 境内自然人 1.88% 3,240,000 3,240,000   

蒋文军 境内自然人 1.53% 2,640,000 2,640,000   

深圳永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 1,920,000 1,920,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

施罗德经济

新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8% 1,515,558 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

德创新领航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240,06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赵志坚和望西淀是实际控制人，双方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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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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全球实体经济备受打击，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国内外经济形式不容乐观，公司的

经营环境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审时度势，公司积极谋划应对策略，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公司

向好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同比下降6.19%，其中国内和海外的主营业务同比微增0.98%，但其它业务如

外协加工业务，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收入同比下滑45.32%，主要是国内实体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0.86亿元，同比增长6.99%。公司2020年上半年整体毛利率为47.73%，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4.08个百分点。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三级研发体系落地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等方向上的研发投入， 持续推动三级研发体系落地应用，为公司更有效响应商用

车个性化、数字化转型需求奠定基础。 

（2）审时度势，积极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为应对今年突发的疫情及中美贸易拉锯战的影响，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方案，为公司稳健经营创

造了条件。 

（3）持续推动海外行业化落地应用，提高海外业绩 

为持续提升海外竞争力，公司在国内成熟的智能化行业解决方案的基础上，着力发展适用于海外市场需求的行业化解

决方案落地应用，确保海外业绩持续提高。 

（4）加快创新业务布局，提升业务增长动力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孵化轨道交通以及垃圾分类智能监测等新兴业务，拓宽行业化销售领域，为公司业务未来增长打开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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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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

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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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执行新收入

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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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设子公司有5家，列示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深圳市信瑞检测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实验室检验检测及相关技术服务 100   

深圳市锐银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投资、咨询 100   

深圳市锐明像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鋭明技術（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澳门 澳门 贸易 100   

Streamax Europe B.V. 荷兰 荷兰 贸易 100   

 

2、本期Streamax America LLC原为间接持股变更为直接持股，持股比例100%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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