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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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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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丰科技 60368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伟 徐敏 

电话 0573-87618171 0573-87618171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杏花路4

号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杏花路4

号 

电子信箱 cf_info@cnlampholder.com cf_info@cnlamphol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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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611,044.81 1,551,825,603.61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38,247,764.94 1,049,307,799.38 -1.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4,079.09 14,056,272.19 -87.81 

营业收入 447,264,716.71 537,013,869.79 -1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338,498.50 58,195,376.35 -2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515,425.58 53,961,968.23 -4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0 5.85 减少1.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4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34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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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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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市求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10 59,319,000 59,319,000 无 0 

香港骥飞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3.40 39,546,000 39,546,000 无 0 

嘉兴宏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00 15,210,000 0 质押 12,000,000 

海宁晨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0 12,675,000 12,675,000 无 0 

钱大荣 境内自

然人 

1.17 1,973,851 0 无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其他 0.91 1,532,021 0 无 0 

沈禾欣子 境内自

然人 

0.76 1,291,526 0 无 0 

陈长香 境内自 0.63 1,068,978 0 无 0 



然人 

戴毅 境内自

然人 

0.49 831,700 0 无 0 

庞风琼 境内自

然人 

0.47 789,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海宁市求精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香港骥

飞实业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海宁晨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是公司管理层的持股平台。除上述关系外，

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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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照明行业在经过 1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现已逐步进入成熟及平稳发展期。报告期内，国

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环境造成阶段性冲击，对供应链、人员管理、订单

需求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延缓，生产及销售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

司产品国内外订单需求受疫情影响呈阶段性下滑。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已全面复工，

市场也逐步恢复正常，订单需求量也在逐步回升。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经营管理层灵活调整经营部署，加快升级步伐，持续优化

治理结构和管理运行机制，积极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447,264,716.71 元，同比下降 16.7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338,498.50 元，

同比下降 28.9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重点工作情况： 

1、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发展态势，积极组织，周密部署，迅速做好疫情防

控方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及物资，为提早复工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员工排查工作，

密切关注员工疫情期间的身体健康情况，组织省内外员工复工，确保员工安全生产生活，确保公

司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2、推进印度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公司国际化产业布局，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晨丰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印度）租赁厂房已复工复产，同时启动印度新建厂房工程，为加快公司的市场国际化布局奠定

坚实基础。 

3、募投项目厂房完工，产能配套及智能化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厂房已经完工，智能化生产线陆续搬入新厂房，有助于提高生产效

率及产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4、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金额及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2020 年上半年 LED 灯泡散热器销售金额为 232,913,097.26 元，同比下降 26.70%，占主营业务

收入 56.50%；灯头类销售金额为 123，850，432.90 元，同比下降 2.18%，占主营业务收入 30.05%；

印制电路板销售金额为 51,064,571.59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为 12.39%，灯具金属件及其他销售金额

为 4,377,995.96 元，占比 1.06%； 

5、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地区分布情况 

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同时销往国外及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主要销往印度、欧洲、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销售额为 64,658,763.40 元，所占比例为 15.69%；境内销售额为 347,547,334.31 元，所

占比例为 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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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