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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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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荣泰健康 60357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应建森 彭丽 

电话 021-59833669 021-5983366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 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 

电子信箱 Public@rotai.com Public@rota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20,666,018.83 2,461,373,036.61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22,860,662.53 1,628,991,717.25 -6.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604,171.18 234,281,882.49 -133.55 

营业收入 878,804,020.34 1,097,111,502.99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9,087,263.48 136,951,416.48 -2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470,789.38 95,973,067.56 -1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3 8.84 减少2.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3 0.98 -25.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3 0.98 -25.5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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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股份数量 

林琪 境内自

然人 

28.93 40,500,400   无   

林光荣 境内自

然人 

18.36 25,700,000   无   

林珏 境内自

然人 

7.14 10,000,000   无   

上海眺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57 4,998,064   质押 2,140,000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59 3,630,263   无   

上海霖励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2.50 3,498,426   质押 2,3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21 3,097,335   未知   

黄铭真 境内自

然人 

1.79 2,500,000   未知   

翟晓波 境内自

然人 

1.79 2,500,000   未知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75 1,046,07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林琪、林光荣、林珏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发新冠疫情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在专注按摩器具行业不动摇

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继续坚定围绕按摩器具主业，深耕细作，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时，修炼内功，

提升经营效率。公司在一季度业绩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6.17%，净利润同比



下降 48.75%，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城市仍然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公司业绩奋起直

追，半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9.90%，净利润同比下降 27.65%，下降幅度逐步减小。  

1、国内市场，线上线下形成消费闭环，品牌形象再升级 

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线下实体行业，考虑到防疫要求和客流量的减少，线下店铺不能及时开门

营业，公司秉持“同心同行，共生共赢”的合作理念，决定与广大经销商共渡难关，承担全国经

销商导购员一个月底薪，以实际行动为经销商撑腰打气。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组建新媒体运营团队，开启品牌专业化、场景化、常态化直播。618 直

播中，公司率先将专业化标签推向消费者，针对消费者关注的按摩功效细分领域，在京东、天猫、

小米有品三大电商平台齐力直播引流，公司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用更精细化的方式与用户沟通，

形成有层次、有节奏的直播体系化；并且将当红明星、行业专家、网络红人、科技达人纳入品牌

的主播体系，形成自己的直播图谱。同时，在“直播+短视频”的矩阵模型中，公司以短视频、名人

直播及企业自播密切配合，形成多维营销的合力。公司电商连续多年 618、双十一蝉联京东、天

猫等电商平台的品类销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全球累计销量突破 1,700,000 台按摩椅。 

报告期内，公司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正式签下超能陆战队、漫威

英雄人物、小飞象（动画片）和小飞象（电影）以及迪士尼中英文商标，2020 年 6 月，公司在深

圳及昆山举办了“荣泰&漫威主题展”，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消费者表示：对公司漫威

联名款产品非常期待。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推出更多场次的漫威主题展，强化公司品牌形象。 

报告期内，疫情对公司共享按摩业务及线下店铺影响较大，国内影院均未开业，机场、高铁

站、主流商圈的人流量大幅减少，导致报告期内共享按摩业务收入下降较多。上半年新开门店速

度放缓，上半年新开门店数量 27 家，新增 4S 销售网点 179 家。全国线下门店超过 1200 家。 

2、海外市场，危中有机，大客户业绩稳增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公司上半年业绩有所波动。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公司海外部分国家业务也在逐步恢复当中，尤其是韩国客户，在逆境中布局，与公司共同研

发医疗级按摩椅，在第一季度下滑 40%的情况下奋起直追， 2020 年上半年销量与 2019 上半年基

本持平，业绩恢复较快，得益于高端双子座按摩椅的上市，越南市场、俄罗斯市场都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越南市场销售同比增长超过 50%以上。公司将在维稳原有海外客户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

客户，进入新的市场。 

3、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维护知识产权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市场方向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对产品进行技术完善



和革新，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按摩器具产品的研发及生产过程集合了机械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

现代控制技术、传感技术、新材料技术及人体工程学等多领域技术原理，科技含量较高。研发方

向，（1）开发新机芯，采用新的设计结构，增加按摩球的运动方向，提高按摩精度，有效解决目

前市场上按摩椅普遍存在的个别部位按摩不到位的问题，提升按摩椅的使用体验，实现更好的按

摩效果和使用满意度；（2）通过集成新技术和新科技，例如人机智能交互改善使用按摩椅的便捷

性和趣味性；（3）设计新的导轨结构及机芯排布，开发创新按摩技术，实现按摩椅外观和使用上

的革命性突破。其次公司针对现有产品进行全方面梳理并针对产品特性作出针对性的全面优化和

精确调整。在优化现有产品的同时不断加强新品的开发，完成成果转化后形成新产品或相关专利，

使得公司在技术研发层面更具有竞争力。 

通过多年积累，公司的按摩椅生产技术在行业中保持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公司共参与制定、修订了 4 项产品国家技术标准和 3 项行业技术标准，公司生产的按摩器具产品

已通过 ISO9001：2015、ISO14001：2015、ISO13485：2016 等管理体系认证。报告期内，公司研

发中项目 14 个，申请中发明专利 21 件，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14 件，外观设计专利 32 件，新增软

件著作权 2 件，新增商标 1 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国内外累计专利数量 365 件，软件著作权 38

件，商标 156 件。  

4、强化内控治理，完善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总经办下品牌运营事业部和供应链事业部完成内部组织结构调整，两大事业部从

组织架构、人才、信息化等方面加强内部体系建设和管理优化。公司为建立有效并尽可能以客户

为导向的企业流程结构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业务认识并适应加速业务战略实施的需求，

公司需要具备最有效支援企业流程的资讯处理系统，为此公司上半年引进全球领先的企业管理软

件 SAP 系统。目前，软件方正配合公司各个部门完善 SAP 管理软件的搭建工作。公司将进一步完

善内部管理和法人治理结构，精简管理层次，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最大限度的解放

生产力，提高组织效率。 

5、优化生产管理，巩固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持将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作为公司立足之本，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

以产品求发展的质量宗旨，通过制定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材料、半成品到产成品均严格执

行检验标准和检验程序。确保各个生产环节都贯彻执行公司质量管理制度，防范产品质量风险。

目的在整合资源，提高效率，提升质量管理等方面对公司现有供应链优化改善。 

公司在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的同时，坚持以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及稳定性为主导，不断改



进现有生产工艺及生产装备。 

6、拟公开发行 6 亿元人民币公司可转换债券，提高公司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在 www.sse.com.cn 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用于提高公司按摩椅产品的产能，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升公司

综合实力。公司基于市场现状、技术水平及相关产业政策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本次

募投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证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公司在选择募投项目前

已对市场供求状况、市场竞争格局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市场拓展计划。

目前，公司现有厂房所生产按摩椅的设计产能约 27 万台；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厂房项目”

预计于 2020 年 12 月建设完工，设计产能约 15 万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12

月建设完工，2024 年 12 月完全达产，设计产能约 30 万台。在上述项目完全达产后，公司按摩椅

产品的设计产能将达到约 72 万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之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