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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40                             证券简称：酷特智能                             公告编号：2020-016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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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特智能 股票代码 30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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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承铭 周佩佩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红领大街 17 号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红领大街 17 号 

电话 0532-88598088 0532-88598088 

电子信箱 info@kutesmart.com info@kutesm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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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373,067.56 262,871,162.67 4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343,975.28 32,774,220.02 5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7,068,393.83 30,178,273.21 5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368,783.71 36,069,900.83 -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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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6.17%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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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355,776.81 763,020,001.59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3,981,293.84 583,637,318.56 8.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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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代理 境内自然人 19.90% 35,827,638 35,827,638   

深圳前海复星瑞

哲恒益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9% 29,136,690 29,136,690   

张兰兰 境内自然人 13.64% 24,542,832 24,542,832   

张琰 境内自然人 13.06% 23,516,017 23,516,017   

北京国科瑞华战

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8.97% 16,139,198 16,139,198   

深圳前海瑞霖投

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9% 9,523,807 9,523,807   

青岛高鹰天翔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9% 7,543,165 7,543,165   

青岛以勒泰和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9% 7,543,165 7,543,165   

德龙钢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3,600,002 3,600,002   

深圳市达晨创丰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3,352,516 3,352,5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张代理同张兰兰为父女关系、张代理同张琰为父子关系、张兰兰同张琰为姐弟

关系，同时张代理、张兰兰、张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青岛高鹰

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以勒泰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同一人控制的企业，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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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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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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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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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令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面临如此严峻的内外环境，公司管理层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积极应对，取得了较好的业绩，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37.3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34.4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3.61%。 

服装销售方面，近年来公司服装业务收入中有40%-45%来自于国外销售，55%-60%来自于国内销售。2020年第一季度，

受疫情影响国内各地均实施限制出行和消费场所暂停营业的规定，疫情对国内销售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随着国内疫情自

2020年4月开始逐步控制和好转，国内销售也稳步回升，但同时自2020年4月开始，疫情在国外逐渐爆发，导致国外销售收入

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整体来看，服装销售订单数量与疫情发展态势及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密切相关，随着疫情的好转，服

装销售也会随之好转。与此同时，疫情的出现也促使公司加速了线上销售模式的研究和探索，公司已在尝试包括“视频直播

带货”、微信小程序“酷特小店”等在内的各种新型线上销售模式。2020上半年公司服装业务实现收入13,496.68万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44.12%。 

防疫物资方面，疫情发生后公司也利用服装企业的人员、设备优势响应政府号召生产疫情防护物资，主要产品包括口罩、

隔离衣、口罩切片机。公司在上半年还投资建设了医疗器械生产线，取得了二类医疗器械相关资质，并进入了中国医药保健

品进出口商会“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2020年上半年，公司防疫物资实现收入22,607.86万元，

占公司上半年收入的60.71%，在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为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下一步公司将利用此次进入

医疗器械领域的契机，将防疫物资纳入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在立足口罩、隔离衣等防疫物资的基础上也将积极尝试探索医疗

器械其他领域。 

子公司凯瑞创智方面，培训、咨询及解决方案输出服务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因为限制出行等防控措施，上半年上述业

务均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上半年凯瑞创智培训、咨询及解决方案输出服务实现收入44.9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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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根据新收

入准则的施行时间要求，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并依据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

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②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本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③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A.本集团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B.本集团的一些应收款项不满足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条件，本集团将其重分类列报为合

同资产；本集团将未到收款期的应收质保金重分类为合同资产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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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应收账款 42,364,081.80 42,186,208.53 27,316,926.26 27,139,052.99 

合同资产   13,229,313.92 13,229,313.92 

其他流动资产 7,199,899.77 7,189,988.27 9,017,741.39 9,007,829.89 

预收账款 35,553,903.59 30,357,915.02 3,846,175.86 3,846,175.86 

合同负债   28,059,936.05 23,461,716.07 

其他流动负债   3,647,791.68 3,050,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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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