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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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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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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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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科股份 60385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冬 陈杨 熊国瑞 

电话 010-58741905 010-58741905 010-5874190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

路10号院5号楼互联网

创新中心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

东路10号院5号楼互联

网创新中心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

东路10号院5号楼互联

网创新中心2层 



电子信箱 zhangdong@nancal.com chenyang@nancal.com xionggr@nanc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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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721,425.59 1,805,120,621.79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27,803,279.34 1,288,671,831.3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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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6,464.04 -35,217,949.8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98,194,974.00 298,601,805.41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387,140.49 31,810,927.63 3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942,090.25 31,491,504.66 3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6 4.00 减少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7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7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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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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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军 境内自

然人 

18.09 25,168,000 0 无 0 

赵岚 境内自

然人 

13.70 19,064,000 0 无 0 

于胜涛 境内自

然人 

4.90 6,819,800 0 无 0 

龚军 境内自

然人 

2.97 4,127,596 2,476,558 无 0 

曹丽丽 境内自

然人 

2.90 4,034,496 2,476,558 无 0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5 3,544,887 0 无 0 

新余深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8 3,175,074 3,175,074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其他 1.93 2,691,006 0 无 0 

国金证券－横琴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国金证券－横琴人

寿委托投资 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54 2,140,000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多策略优选 

其他 1.14 1,580,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祖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祖军先生与赵岚女士为

夫妻关系，祖军先生、赵岚女士、于胜涛先生为一致行

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2、龚军先生与曹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 

3、深岩投资为赵岚女士投资的合伙企业，其出资额占

比 97.25%；  

4、盐城申宏为龚军先生投资的合伙企业，其出资额占

比 3.86%；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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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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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减缓，对各行业影响程度不一。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得到了大力推动和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是企业进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本质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关键要素，产业发展新格局正孕育形成。基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特征和公司经营战略的

影响，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表现良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智能制造业务发展符合预期，智能电气

业务发展放缓，两大业务发展程度不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8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实现营业利润 4,54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3%；实现利润总额 4,5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4,1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 

从行业分类来看，国防军工行业实现收入 15,667 万元，汽车及交通运输行业实现收入 7,040

万元，高科技电子与 5G 行业实现收入 5,513 万元，装备制造行业实现收入 5,447 万元，能源动力

行业实现收入 3,761 万元，基础设施行业实现收入 123 万元，其他行业实现收入 2,268 万元，如下

表所示： 

 

2020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分行业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国防军工 15,667 39.35 58.38 

汽车及交通运输 7,040 17.68 96.18 

高科技电子与

5G 
5,513 13.85 22.92 

装备制造 5,447 13.68 78.08 

能源动力 3,761 9.45 -47.90 

其他 2,391 6.01 47.91 

合计 39,819 100 33.35 

注：上表合计数产生的误差为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从业务板块来看，报告期内，智能制造业务仍保持较快发展。智能制造板块营业收入 34,914

万元，占比 88%，同比增长 55%。在研发方面，为了支持客户各种个性化、轻量化、现代化的工

业 App 开发需求，公司充分利用低代码开发工具，坚持敏捷项目管理的实施方法论，快速响应并

落地了多个行业，不同业务部门的高度定制化的软件开发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 App

从需求分析、系统开发、测试部署、上线运维、更新迭代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获得了客户的高度

认可；同时，组织了生产力中台的核心团队，定义了生产力中台的业务范围和主要技术路线，为

下一步推进生产力中台奠定了基础。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持续深度服务国防军工、高科技电子

与 5G、汽车及交通运输和装备制造等行业中的头部客户，以头部客户带动其产业链发展的理念去

拓展市场。 

同时，公司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入的“基于数字孪生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协同平台”和“高端

制造装配系统解决方案”两个项目进展顺利，部分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到客户服务中。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下游客户需求及项目进展延缓，以致智能电气业务发展减

缓。智能电气板块营业收入 4,905 万元，占比 12%，同比下降 33%。在研发方面，公司继续开发

大功率传动产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可靠性，获得了用户高度认可和评价。在市场拓展方面，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480V APF 和 SVG 模块达到了北美相关产品安全标准，获得了 ETL(Electrical 

Testing Laboratories)认证，取得了北美市场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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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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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