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39                                公司简称：四方科技 

 

 

 

 

 

 

 

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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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钱洪 个人身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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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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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科技 603339 四方冷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饶伟 

电话 0513-81658162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金通公路3888号 

电子信箱 zqb@ntsqu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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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335,930.34 2,464,948,703.85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765,185,805.25 1,745,401,890.46 1.13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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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97,851.04 -4,134,694.16 1,582.52 

营业收入 555,074,986.34 625,566,956.07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821,386.07 65,442,444.38 -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440,218.99 62,029,622.71 -1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4 3.90 减少0.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1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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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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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黄杰 境内自然人 40.27 84,187,105 0 无   

黄晓颖 境内自然人 2.61 5,460,138 0 无   

朱建新 境内自然人 2.26 4,734,319 0 无   

杨新华 境内自然人 1.92 4,021,413 0 无   

钱洪 境内自然人 1.89 3,944,901 0 无   

朱祥 境内自然人 1.86 3,884,053 0 无   

李荣方 境内自然人 1.28 2,668,369 0 无   

李海均 境内自然人 1.20 2,505,433 0 无   

杨燕萍 境内自然人 0.90 1,876,525 0 无   

张蔼然 境内自然人 0.86 1,801,59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杨燕萍为黄杰之妹，朱建新与杨燕萍为

夫妻关系，朱祥与黄晓颖为夫妻关系。除上述情况以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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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驱动型，并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应对，加大国内市场开拓

力度，提升网络营销能力，精准布局营销市场，加快新产品研发、应用、推广速度，围绕“提质

降本增效”开展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507.50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1.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2.14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0.12%。公司重点工作回顾如下： 

1、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全民出行受限，饭店类堂食餐饮暂停，短期增加了对耐储及方便食品

的需求，速冻食品销量巨增，速冻食品加工商对冷冻设备需求随之增长，公司冷链业务销售订单

同比增长 27.59%；同时新领域、新市场、新客户拓展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其中直驱双螺旋面包醒

发设备、全流态化果蔬速冻设备、撬块式制冷压缩机组、-45 度以下超低温冷库项目等新产品推

广取得突破，从而确保了冷冻设备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罐箱业务在欧美市场销量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加大国内

市场开拓力度，罐箱产品市场占有率得以持续巩固。在国内芯片、LED 电子、光纤基材、锂电池、

核级钠等新材料及新能源领域的危化品的需求拉动下，PTFE 内衬罐、金属钠罐、氢氟酸罐、高纯

氨气体罐等特箱产品这些细分领域的罐箱销售得以增长。 

2、新产品开发 

持续研发堆积式螺旋速冻装置，在 S6、S7 系列产品的基础上正在研发可整体吊运、便携安装

的 S4 堆积式螺旋；全流态化果蔬速冻设备、连续式直驱双螺旋面包醒发设备已投向市场，COV 连

续式面包烤炉研发已进入样机安装阶段。同时研发的产品还有 JSK 冲击式板带、SSC 蒸烤装备、新

型螺旋系列、氨/二氧化碳复叠制冷系统、高温罐箱等。截止报告期末，新增申请专利 20 件，新

增授权专利 18 件。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169 件，其中发明专利 56 件，通过 PCT 申请

5 件专利。 

3、提质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全员围绕“提质降本增效”开展经营工作，技术系统通过工艺工法改善提高

不锈钢产品表面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财务系统通过预算管理、招标管理、精细化成本分析降低

生产成本；生产运营系统坚持多年的改善提案活动的开展，减少生产现场浪费；行政部门积极优

化流程，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部门间的业务协同，提高工作效率。 



4、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深化集团信息化整体规划，明确了信息化在营销支持及客

户增值服务、集团运营及业务协同效率提升、企业上云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上半年完成了 CRM 营

销与服务管理系统实施与上线、ERP 业务平台的持续优化应用、企业数智化分析平台构建以及以

钉钉为门户的企业移动业务平台的搭建，进一步提升了营销支持与客户规范化服务、供应链业务

敏捷性及数据挖掘应用。 

5、 新项目建设 

①  制冷机组项目 

继续加强与日本前川压缩机战略合作，提升公司制冷压力容器、撬块式制冷压缩机组装生产

能力，为冷库、速冻设备提供冷源。 

②  换热器项目 

为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冷库、数据中心、冰雪运动、速冻设备、工业冷却等设备换热的需求，

公司成立换热器项目，并开始运营生产。目前已具备生产铜管、铝管、不锈钢管套片式热交换器

的能力，并开始应用在冷库、快速冻结设备、二氧化碳制冷系统中。目前重点生产冷风机产品。 

③  四方节能项目 

公司自投项目四方节能，从德国订购的 PIR 聚氨酯冷库板、岩棉复合板、门板三条连续式自

动化生产线均已到达公司，但因疫情影响，国外专家来华受阻，安装、调试进度延后。 

以上三个项目，围绕冷链设施中冷库建设三大件（制冷机组、冷风机、保温围护结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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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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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前述规定，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的

要求，公司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不会对当期和本次变更前公司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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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