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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2                          证券简称：今天国际                         公告编号：2020-065 

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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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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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际   股票代码 3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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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平 杨金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10 楼 

电话 0755-82684590 0755-82684590 

电子信箱 yjp@nti56.com yjp@nti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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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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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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23,162.08 477,024,954.46 -2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637,601.36 46,564,396.16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3,707,261.56 42,203,845.07 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388,165.63 -140,305,445.14 3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5.8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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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152,044.88 1,724,903,570.26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5,470,213.02 772,543,158.58 5.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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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健伟 境内自然人 47.11% 128,692,352 96,519,264 质押 87,964,249 

邵健锋 境内自然人 6.27% 17,125,344 12,844,008 质押 10,600,000 

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8,562,672 0 质押 0 

詹文杰 境内自然人 1.78% 4,856,405 0 质押 0 

巨丰企业管理咨询（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2,570,000 0 质押 810,000 

曲水新智丰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2,080,831 0 质押 0 

钱银华 境内自然人 0.33% 910,000 0 质押 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18% 500,000 0 质押 0 

黄茸碧 境内自然人 0.17% 471,900 0 质押 0 

陈庆记 境内自然人 0.16% 433,000 0 质押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邵健伟与邵健锋为兄弟关系；深圳市华锐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邵

健伟控制之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数量为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票数量为 500,000 股，合计持有 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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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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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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及时部署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复产复工，积极应对行

业政策和市场的新变化，上下携手共进，在聚焦烟草、新能源、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同时，继续加大下游其他行业拓展力度，

稳步推进在实施项目的施工进度，坚持产品和解决方案创新，深入推进精益化管理和精益化生产，助力公司更好应对产业市

场波动。            

一、业务拓展情况 

今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公司各下游行业客户复工复产延迟，大项目招标进度纷纷推后，

公司在总裁办的领导下一方面及时部署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复产复工，尽可能降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在

整个一季度业务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公司新增订单 35,995.52 万元；另一方面，面对疫情转“危”为“机”，积极寻找新的市场

机会，针对疫情下客户的新需求，公司加大了对数字化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公司云 WMS、3D

数字孪生系统等数字化产品已实现销售订单超过 1,000 万元；公司还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百威啤酒项目不仅是公司在酒

类行业的首单，也是公司智能系统租赁商业模式落地的首单，对未来的市场拓展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本次疫情的出现，虽然短期内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些影响，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上半年新增订单和完成订单的规模同比有

所下降；但长期来看，会加速促进下游各行业客户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利好公司的长期业务发展。  

二、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36,162.32 万元，同比下降 24.19%，主要是报告期项目实施进度受新冠疫情影响，确认的项目数量

及金额规模同比减少。公司实现收入的项目主要是烟草行业、新能源行业及石化行业，合计占比 97.88%，烟草行业收入

10,175.07 万元，占比 28.14%，新能源行业 13,179.10 万元，占比 36.44%，石化行业 12,041.38 万元，占比 33.30%，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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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烟草行业、新能源行业、石化行业收入规模较为均衡，烟草及新能源行业营收贡献继续保持稳定，公司近年来重点拓

展的石油石化行业营收贡献逐步显现。  

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 5,630.45 万元，同比上升 8.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3.76 万元，同比上升 4.45% 。

报告期内完成实施并确认收入的项目规模虽然同比下降，但项目综合毛利率明显回升。费用管控方面，公司以业绩目标为导

向，注重执行效率的提升，持续合理控制运营管理费用，上半年期间费用基本在预算范围内，整体管控效果良好。 

三、经营现金流及资金管理 

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9,138.82 万元，虽较上年同期上升 34.86%，但仍然为负值，主要受报告期项目收款进

度及大项目采购付款进度影响，根据历史经验，公司收款通常集中在下半年。公司继续实行稳健经营策略，重视应收账款回

收管理，加强对客户的履约能力分析，注重客户信用评价管理，确保款项能按时收回，公司合作客户的支付能力及信用等级

均较为优良，坏账风险较小。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64,443.30 万元，资金较为充裕。报告期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面值共计 28,000 万元，募集到

账资金 27,530 万元，期末形成应付债券余额 25,982.59 万元。同时公司适当利用金融杠杆，引入资金成本较低的银行流动性

贷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助力公司业务拓展。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60.84%，同比上升 5.63%，主要是可转债发行影

响。综合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公司偿债能力仍有保证，资产负债结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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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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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