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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3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20-089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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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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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产丽星 股票代码 00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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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喆 任红娟、张驰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1001

号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 A 座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坪地段）1001 号

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 A 座 

电话 0755-28483234 0755-28483234 

电子信箱 yuz@beautystar.cn 
renhj@beautystar.cn  

zhangchi@beauty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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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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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623,772.31 938,686,625.01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035,584.96 187,480,115.68 -2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214,897.80 104,867,383.44 -2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361,419.20 254,972,892.01 -12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7 0.1610 -2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7 0.1610 -2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4.2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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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9,686,974.36 8,626,801,664.74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26,932,317.59 4,867,149,874.07 11.5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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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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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3% 416,812,955 416,812,955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53% 188,003,552 0   

北京嘉实元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2% 109,148,143 109,148,143   

上海红豆骏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5% 75,627,149 75,62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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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鼎晟合泰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3% 57,206,156 57,206,156   

深圳市永卓御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永卓恒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08% 49,408,660 49,408,660   

深圳百富祥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5% 38,186,216 38,186,216   

深圳慈辉清科汇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 21,829,148 21,829,148   

李永良 境内自然人 1.53% 18,499,264 18,399,264   

上海谨诚企业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15,993,222 15,993,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同受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控制，故构成一致行动人； 

2、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鼎晟合泰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王立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62053（股）； 郑明月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69000（股）；刘浩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68759（股）；殷克扬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98042（股）；

唐侦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67200

（股）。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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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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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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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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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概述 

报告期内，因全球“新冠疫情”，公司业务受到影响，2020 年 3 月，公司响应深圳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制定包括免除入园企业 2 个月物业租金和孵化服务费等措施，减轻入园企业负担，导致公司上半年业绩下滑。面对经营

压力，公司加强双主业协同，加大研发费用投入，积极布局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园，扩大科技创新服务范围，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2020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162.38 万元，同比下降 12.47%；实现利润总额 16,425.64 万元，同比下降 29.7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03.56 万元，同比下降 23.17%。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21,623,772.31 938,686,625.01 -12.47%  

营业成本 551,478,410.37 627,498,111.80 -12.11%  

销售费用 39,884,017.32 44,459,060.48 -10.29%  

管理费用 102,327,925.85 95,520,182.95 7.13%  

财务费用 7,953,512.11 10,745,849.72 -25.99%  

所得税费用 23,555,403.02 40,556,593.62 -41.92%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利润同期减少及子公司适用

不同税率的影响 

研发投入 42,447,190.67 36,325,350.35 1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361,419.20 254,972,892.01 -127.20%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487,763,816.38 -46,320,364.20 953.02%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了对项目的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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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1,497,731.16 102,877,139.30 854.05%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及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收到现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25,336,931.67 310,995,175.23 36.77%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及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收到现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067,241.77 27,269,622.36 -41.08% 主要系疫情期间相关税金的减免及上年同期园

区载体土地增值税的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50,685,175.29 27,727,048.56 82.80% 主要系报告期内股权退出形成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080,923.58 74,825,788.19 -69.15% 主要系报告期内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71,541.94 396,020.37 1,761.40% 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合同违约金的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685,223.47 1,460,469.87 -53.08%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了滞纳金所致 

3、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4、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821,623,772.31 100% 938,686,625.01 100% -12.47% 

分行业 

工业 654,875,538.75 79.71% 675,630,358.87 71.98% -3.07% 

科技创新服务 161,859,776.99 19.70% 255,659,259.75 27.24% -36.69% 

其他 4,888,456.57 0.59% 7,397,006.39 0.78% -33.91% 

分产品 

一、创新基地平台服务 118,146,930.14 14.38%  184,623,145.92  19.67% -36.01% 

其中：基础孵化服务收

入 

75,591,416.83 9.20% 95,130,989.52 10.13% -20.54% 

园区载体销售收入 28,044,069.06 3.41% 72,941,789.34 7.77% -61.55% 

园区运营服务收入 14,511,444.25 1.77% 16,550,367.06 1.76% -12.32%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二、科技创新运营服务 37,478,258.00  4.56% 66,520,780.22  7.09% -43.66% 

其中：体系推广与产业

咨询服务收入 

31,733,000.14 3.86% 50,618,789.59 5.39% -37.31% 

人才培训服务收入 5,745,257.86 0.70% 15,901,990.63 1.69% -63.87% 

三、其他服务收入 6,234,588.85 0.76% 4,515,333.61 0.48% 38.08% 

四、软管 262,941,190.75 32.00% 256,470,792.86 27.32% 2.52% 

五、吹塑 47,139,829.97 5.74% 74,013,719.06 7.88% -36.31% 

六、注塑 111,027,079.74 13.51% 99,597,436.13 10.61% 11.48% 

七、灌装 137,949,002.63 16.79% 129,506,181.85 13.80% 6.52% 

八、其他工业收入 95,818,435.66 11.66% 116,042,228.97 12.36% -17.43% 

九、其他 4,888,456.57 0.60% 7,397,006.39 0.81% -33.91% 

分地区 

出口销售 195,454,636.61 23.79% 217,414,113.42 23.16% -10.10% 

国内销售 626,169,135.70 76.21% 721,272,511.59 76.84% -13.19% 

（五）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654,875,538.75 466,823,774.66 28.72% -3.07% -11.10% 6.43% 

科技创新服务 161,859,776.99 83,758,672.92 48.25% -36.69% -17.32% -12.12% 

分产品 

一、创新基地平台

服务 

118,146,930.14 68,135,416.62 42.33% -36.01% -16.47% -13.49% 

其中：基础孵化服

务收入 

75,591,416.83 44,454,754.31 41.19% -20.54% 22.72% -20.73% 

园区载体销售收

入 

28,044,069.06 11,823,328.21 57.84% -61.55% -64.08% 2.96% 

园区运营服务收 14,511,444.25 11,857,334.10 18.29% -12.32% -4.63%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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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二、软管 262,941,190.75 170,054,539.13 35.33% 2.52% -8.34% 7.66% 

三、注塑 111,027,079.74 75,022,476.57 32.43% 11.48% -11.20% 17.25% 

四、灌装 137,949,002.63 128,458,905.97 6.88% 6.52% 12.60% -5.03% 

五、其他工业收入 95,818,435.66 62,507,805.86 34.76% -17.43% -23.41% 5.09% 

分地区 

出口销售 195,454,636.61 150,159,450.89 23.17% -10.10% -17.34% 6.73% 

国内销售 626,169,135.70 401,318,959.48 35.91% -12.29% -9.76% -1.80% 

（六）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1期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七）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创新基地平台服务及科技创新运营服务同比下降 36.01%、43.66%及吹塑收入同比下降 36.3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影响较大，具体如下： 

1、公司响应深圳市政府和国资委的号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减免了部分入园企业 2 个月的物业租

金和孵化服务费； 

2、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的订单数量有所下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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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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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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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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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6 户，减少 1 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臻 

 

202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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