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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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公司面临的行业、市场、国际贸易及外汇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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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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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不分配不转增。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迪威尔 688377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玲 魏晓文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迪西路8号 南京市六合区迪西路8号 

电话 025-68553220 025-68553220 

电子信箱 zqb@nj-develop.com zqb@nj-develo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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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02.79 118,792.70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124.72 71,307.40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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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23 4,089.73 -86.06 

营业收入 39,261.53 34,472.57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17.32 4,240.90 3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23.78 4,455.81 2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7 6.64 增加1.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29 3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29 37.1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4.83 3.34 增加1.49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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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南京迪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4178 5,025 5,025 0 无   

杨建民 境内自然人 14.8973 2,175 2,175 0 无   

李跃玲 境内自然人 10.9247 1,595 1,595 0 无   



陆卫东 境内自然人 9.0411 1,320 1,320 0 无   

叶兆平 境内自然人 4.6575 680 680 0 冻结 680 

张洪 境内自然人 4.4863 655 655 0 无   

杨舒 境内自然人 4.2466 620 620 0 质押 620 

南京南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096 600 600 0 无   

曹本明 境内自然人 3.4247 500 500 0 质押 500 

陆玮 境内自然人 2.2603 330 33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利先生和李跃玲女士。法人股东

实业公司和南迪咨询均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自然人

股东李跃玲是张利的配偶。自然人股东张洪为张利的兄弟。

自然人股东杨建民与杨舒系父女关系。自然人股东陆卫东

和陆玮系叔侄关系。除此以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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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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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伴随着世界油气开采设备行业的发展而稳步成长，已经成为一

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公司逐步聚焦于深海、压裂等

油气设备专用件，顺应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规划，坚持“市场专业

化、管理精细化、产品极致化”的发展理念，以“把公司打造成全球领先的高端装备零部件制造

企业”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受到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及供求关系的影响，国际油气价格大幅波动，国际油气

公司普遍消减资本性投资，行业景气度下降。通过与主要客户在深海、陆地高压井口等市场保持

紧密合作，保持了订单和业务的稳定。国内油气开发受能源安全政策驱动，油气勘探开采的资本

性开支维持或有增加，利好于国内行业。报告期内，公司在全球油气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通过巩固客户关系、加强订单开发、确保产品品质等多种途径，保证了井口及采油树专用件产品

销量的总体稳定；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对深海设备专用件、压裂设备专用件产品

的开发，深海设备专用件和压裂设备专用件的合计收入占比进一步上升，已经成为公司主要的利

润点和增长点。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93亿元，同比增长 13.89%。 

报告期内，公司与全球知名油气技术服务公司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投资，特别是页岩气和深海油气开采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也在报告期内加强

了与中海油等油气公司及国内领先的油气技术服务公司的研发及业务合作。公司一直坚持产业链

延伸的发展战略，完善的产业链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符合当前

产业发展对供应链的稳定性要求。 

面对油价大幅波动带来的挑战，公司正在推动“创新降本增效行动”，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强化成本费用控制，实现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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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对 2020

年年初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调整，具体涉及调整项目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

策及会计估计之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内容。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

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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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