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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0 

深圳市沃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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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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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特股份 股票代码 00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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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亮 范誉舒馨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留新四路

万科云城三期 C 区九栋 B 座 3101 房（国

际创新谷 7 栋 B 座 3101 房）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留新四路

万科云城三期 C 区九栋 B 座 3101 房（国

际创新谷 7 栋 B 座 3101 房） 

电话 0755-26880862 0755-26880862 

电子信箱 stock@wotlon.com stock@wotl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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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07,594.81 389,768,065.99 2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139,010.13 16,624,538.84 1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723,345.47 10,431,614.43 22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944,317.57 41,994,411.17 13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141 121.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141 1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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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2.5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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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234,573.85 1,314,337,233.46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0,418,334.99 695,632,346.8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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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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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宪 境内自然人 19.38% 23,025,000 17,268,750 质押 6,550,000 

深圳市银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3% 22,252,942 0 质押 9,120,000 

何征 境内自然人 17.89% 21,260,295 15,945,221 质押 9,660,000 

黄昌华 境内自然人 3.44% 4,089,397 0   

南平延平荣桥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7% 2,930,000 0   

刘宸睿 境内自然人 0.55% 656,488 0   

王彬 境内自然人 0.40% 473,000 0   

胡幼黄 境内自然人 0.35% 410,400 0   

向静 境内自然人 0.34% 405,000 0   

张冬梅 境内自然人 0.34% 40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吴宪、何征夫妇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37.27%股权。此外，两人还合计持有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银桥投资 94.58%股权（银桥投资持有本公司 18.73%股权），因此两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吴宪为公司董事长，何征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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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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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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宏观经济形势 

2020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及其防控措施带来的经济“停摆”，全球经济

在2020年陷入严重收缩。上半年我国GDP同比下降1.6%，明显好于一季度的-6.8%。二季度当季同比上涨3.2%，略好于市场

3.0%的平均预测水平。在新冠肺炎的历史性冲击下，我国仅用一个季度就恢复到正增长区间，防疫与经济发展实现较好平

衡，成为世界各国中的佼佼者。我国经济逐步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走出，各行业复苏势头良好，整体经济明显恢复。 

与国内情况截然相反，在欧洲疫情进入疫情尾声的同时，美国疫情失控，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则延续欧美疫

情趋势，正式进入大爆发期，特别是巴西和印度，成为当前阶段的核心风险点，短时间内，疫情依然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全球疫情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随着国外经济明显下行，二季度以来美国政府加大舆论攻势将其疫情失控的责任甩锅，

中美、美欧等国际贸易争端严重；未来，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全球贸易争端会愈演愈烈，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宏观经济、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变化，不断加强行业互动和产业协同发展，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8,990.76万元，同比增长25.69%；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9,894.43万元，同比增长135.6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3,713.90万元，同比增长123.40%，公司实现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223.28%。 

2、持续推进5G材料开发及市场应用进程  

2020年5月22日，我国政府发布2020年工作报告。其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中提到，“重点支

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

用。”全国各地政府密集出台5G产业相关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公司把握行业方向，不断释放已有技术储备，为客户提供可

供选择的介电常数、流动性可调的高频通讯用高分子材料，公司克服下游客户因疫情停产的问题，5G用LCP材料出货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48.7%。 

针对5G用LCP薄膜材料及制品依赖国外进口的现状，报告期内公司完成LCP薄膜用树脂材料工艺优化，并与下游客户合

作完成薄膜制备及电学性能和力学机械性能等指标测试，薄膜产品性能达到现有进口LCP薄膜产品水平。此外，报告期内，

公司高频PCB板用PTFE薄膜材料实现稳定量产出货，相关产品具有低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高性能稳定性和一致性的特

点。 

3、关注家电及新兴市场智能化和细分化趋势 

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指导、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2020年中国家电行业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国内市场零售额累计3,365.2亿元，同比下降18.4%。但与此同时，IoT的逐渐成熟与人工智能的大热为家

电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家电企业开始着手布局智能产品和智能家电，作为信息接口的智能音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依据奥维云网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智能音箱市场总结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智能音箱市场销量为1,908.6万台，

同比增长22.7%。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材料相继应用于阿里、华为、Harman/Kardon、SONY、JBL等知名客户智能音箱产品。 

新兴市场方面，根据预测，国内无人机市场五年（2018-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42.86%，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04

亿元。报告期内，除传统的结构件轻量化方案外，公司与客户共同开发的动平衡及云台等功能性部件材料实现了进口替代，

并进入稳定量产期，并相继应用于大疆多款消费类和植保类无人机。 

4、抗击疫情，保障医疗材料供应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下游口罩用熔喷布、医疗用床、公共区域人体热成像测温仪等医疗器械行业客户

的材料需求快速增加。为了满足下游客户的订单需求，公司快速响应组织研发、供应链、生产等部门组织专门团队为下游客

户提供材料供应。同时，公司高度关注医疗材料产品品质，公司牵头制定的《医用口罩熔喷专用聚丙烯（PP）料》深圳市

团体标准已经公布。根据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物资保障一组于2020年2月29日下发的《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物资保

障一组关于提供我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第一批）名单的函》（粤物资保障[2020]551号），公司被纳入广东

省新冠肺炎疫情重点防控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公司的抗疫产品种类为“公司生产的PP、MF用于制造医疗床板，客户的医疗床

板已用于疫情防控相关医院，PA、CF为客户制造防疫消杀无人机重要材料”。 

5、积极推进产品及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截至本公告日，相关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并已取得核准批复文件。募投项目执行单位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公司重庆基地的高性能聚酰胺和聚砜材料募投项目已启动建设。公司将利用重庆的区位优势实现公司在华南、

华东和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同时，高性能聚酰胺和高性能聚砜属于特种工程高分子材料，将与公司现

有特种工程高分子材料体系实现产品协同，进一步优化上游优势，提升产品服务能力，完善在特种工程塑料产业的布局，提

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6、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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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助力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联合公司前期发起设立的“深圳市慈善会·沃特公益基金”共同向深圳市慈善会捐款人民币100

万元，用于疫情抗击、防治及购买疫情专用物资。2020年4月，公司通过深圳市慈善会定向捐赠26万元给深圳祈康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福利院），用于该福利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福利院基础建设。 

同时，公司持续关注精准扶贫工作。就业扶贫方面，在符合公司招聘条件的基础上，公司优先聘任来自贫困地区的求职

人员。报告期内，公司合计安置来自贫困地区的员工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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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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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宪 

2020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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