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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5                   证券简称：中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7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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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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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股份 股票代码 3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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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助理 

姓名 周娟萍 叶丽英 

办公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228 号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228 号 

电话 0571-58838858 0571-58838858 

电子信箱 zqb@zhongtaichina.com zqb@zhongtaichin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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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11,916,322.46 282,111,814.51 2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302,370.24 41,518,715.96 9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72,253,003.53 34,953,759.21 1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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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068,910.81 3,616,735.91 92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5.0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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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159,954.85 2,882,691,299.99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69,806,279.80 2,107,715,538.10 2.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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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泰钢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2% 124,152,269 0 质押 5,906,040 

卞传瑞 境内自然人 8.63% 32,631,740 32,581,740   

刘立冬  境内自然人 8.07% 30,507,959 30,507,959   

王骏飞 境内自然人 7.42% 28,057,202 28,057,202   

章有虎 境内自然人 6.53% 24,705,882 18,529,411   

杭州富阳地轩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8,437,200 8,437,200   

杭州韶夏锦浠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8,437,200 8,437,200   

杭州韶夏瑟夏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8,437,200 8,437,200   

民生加银基金－

渤海银行 
其他 2.23% 8,437,200 8,437,200   

颜秉秋 境内自然人 1.02% 3,853,099 3,853,0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中泰钢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章有春和公司股东章有虎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德海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 1,000,663 股，柴森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 882,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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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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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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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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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91,191.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30.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3.41%；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25.30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10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706.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2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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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265,989,593.17 -265,989,593.17  

合同负债   265,989,593.17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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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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