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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7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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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芝股份 股票代码 00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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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群 李金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电话 0755-83262887 0755-83262887 

电子信箱 king@szmeizhi.com king@szmeiz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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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17,764.96 358,003,718.21 1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31,854.10 11,568,607.43 -7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67,858.08 11,313,483.67 -8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807,818.08 -41,931,793.37 -16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951 -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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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951 -7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1.7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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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722,221.62 1,542,986,018.86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2,468,953.48 644,273,519.2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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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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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苏华 境内自然人 51.02% 62,039,040 46,529,280 质押 55,408,000 

深圳市深腾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99% 27,960,960 20,970,720 质押 27,960,960 

杨水森 境内自然人 0.74% 900,000 900,000   

孟立峰 境内自然人 0.44% 531,900 0   

廖永兵 境内自然人 0.40% 490,160 0   

孟祥涛 境内自然人 0.31% 382,820 0   

李科 境内自然人 0.30% 358,900 0   

汪玉慧 境内自然人 0.23% 280,100 0   

周欣 境内自然人 0.14% 176,320 0   

方琦 境内自然人 0.14% 1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苏华、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杨水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孟立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1,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31,900 股;(2) 股东孟祥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2,8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82,820 股;(3) 股东李科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8,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8,900 股。

(4) 股东王清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7,6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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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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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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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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上半年中国经济逐步克服

了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逐步复苏，但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 

2020年上半年，公司积极采取适当措施和方法促进生产经营的开展，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公司运

营各项工作，做到疫情防控有力有序，生产经营稳中求进。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客户复工复

产延迟，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二季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的成效不断显现，经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断恢复,复工复产进度加快推进, 公司各地项

目积极组织复工和全力抢回工期，继续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建发集团等优质客户加强深度合作，巩固市

场份额。疫情期间，公司克服材料、劳务人员极度短缺、物流受阻、时间紧等困难，积极参与深圳市第三

人民医院应急院区援建工程，在最短时间内日夜备战完成任务，受到建设单位大力表扬和肯定，为深圳市

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51.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71%；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43.1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8.9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造成项目施工与公司成本费用

增加，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导致业绩同比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装配式地板”、“装配式隔墙地脚线装配式地板连接系统”、“可调式支架地板模块

系统”等 4项国家实用型专利，新增“桁架结构大空间天花吊顶与钢梁链接施工技术”等2项省级科技创新成

果。在首届中国建筑装饰BIM大赛中，公司参赛的深圳建行大厦装精装修、幕墙BIM技术应用BIM技术应

用、鲁能领秀城C户型精装住宅BIM技术应用获得3项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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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公司于2020年8月14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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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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