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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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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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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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日股份 600894 *st广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景来 巴根 

电话 020-38371213 020-38371213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22号

万胜广场B塔17楼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22号

万胜广场B塔17楼 

电子信箱 grgf@guangrigf.com grgf@guangri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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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9,146,935.76 10,392,157,977.07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21,960,753.67 7,515,780,754.2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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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3,819.96 -106,093,241.1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957,899,229.68 2,792,086,478.44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819,712.15 283,986,003.13 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732,359.83 256,415,250.7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4.01 增加0.0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26 0.3302 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26 0.3302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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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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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56 486,361,92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3 16,630,000 0 无 0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1,074,315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9,517,232 0 无 0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6,687,291 0 无 0 

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6,332,872 0 无 0 

武汉雷石融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0.50 4,300,857 0 无 0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其他 0.31 2,703,110 0 无 0 

孙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8 2,402,984 0 无 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25 2,189,1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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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年 1月 1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 2020年 1月 17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广州广日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吸收合并完

成股权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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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

境，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确保了公司经营稳定。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式持续向好，并在政府稳定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公司生产、销售恢复正常，

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3.1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09%；净资产收益率为 4.07%；基本每股收益为 0.3626 元。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做好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打好十四五“规划战”，开启新征程擘画新蓝图。基于目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所带来的

机遇及挑战，公司综合分析优势及劣势，加强顶层设计和引导，深入分析和总结“十三五”发展

战略执行情况，谋篇“十四五”发展战略，为公司中长期发展做好目标指标的设定及落地措施的

谋划。 

二是打好市场主体“保卫战”，坚定布局业务稳定增长。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生产经营，精耕电梯主业，发力多元化业务。在电梯整机及零部件方面，公司深入落实“两

网一战略”经营方针，开展“区域 6+4”营销计划，新增多家战略客户，顺利完成广州地铁 22 号

线电梯样机验收工作，12 号线大学城北站与 22 号线首通段已进入排产执行阶段，重点关注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业务，在手合同涉及电梯设备及合同金额同比提升。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公司在保

证高质量完成与原有客户签署运输、包装、配送等主业年度合同基础上，密切跟进大客户新的仓

储及干线运输配送业务；在智能装备制造方面，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动车组车底检测机器人系统

正在上海虹桥动车所、成都动车所、三亚动车运用所、郑州动车所、广州东动车所等高铁系统进

行机检人检相结合试运行。 

三是打好产业链条的“稳定战”，全方位实现降本增效。公司通过一系列举措，努力保持经济

效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包括制定联合采购招标策略，提高中高端电梯占比；开发并启用“供应

商竞价平台”，根据市场价格走势，制定供应商采购策略，优化供应链管理，加强成本核算；充分

利用精益生产等工具方法，专项分析重点设备使用效率，实现减员增效；及时跟踪反馈月度其他

经营费用发生情况，将费用支出控制在最合理范围内，为全年生产经营任务顺利完成抢回时间，

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四是打好技术研发“推进战”，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创新成果成效显著，

新增授权专利 90 项，其中发明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87 项，新增软件著作权 18 项。其中，广日电

梯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并荣获 2020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广州塞

维拉获批设立“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松兴电气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铝合金板材电阻焊接工艺及焊

接设备”荣获中国专利奖优秀奖等奖项。广日股份研究院对智能电梯关键技术集成及产品开发、智

慧物流平台、动车组智能检测系统研发等 17 个技术研发项目进行立项，目前各个项目均按照计划

有效推进，其中既有建筑模块化加装电梯技术及产品开发、动车组智能检测系统研发等 6 个项目

已进入评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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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需要，规范收入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进行

了修订，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对财

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

出调整，不调整可比会计期

间的比较数据。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报表科目列报调整项目和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受影响资产负债表 
2019.12.31 调整前 2020.1.1 调整后 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1  应收账款 1,149,597,038.02    1,038,809,517.60    -110,787,520.42  

   2  合同资产  -      110,787,520.42      110,787,520.42  

   3  预收账款 744,733,978.82          793,583.25      -743,940,395.57  

   4  合同负债  -      743,940,395.57     743,940,3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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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