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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0                               证券简称：岱勒新材                               公告编号：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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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勒新材 股票代码 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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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华 揭磊磊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电话 0731-89862900 0731-89862900 

电子信箱 diat@dialine.cn diat@dia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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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20,459.50 124,918,421.86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72,388.09 -11,717,962.94 1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512,730.92 -13,288,242.09 4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28,551.84 -24,246,173.83 11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4 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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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4 1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2.15%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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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551,286.94 1,143,713,602.33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959,907.21 531,870,631.81 0.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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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志明 境内自然人 23.34% 19,233,000 19,233,000 质押 7,500,000 

杨辉煌 境内自然人 14.06% 11,586,000 11,586,000 质押 4,149,996 

费腾 境内自然人 4.03% 3,321,000 3,321,000   

辽宁大辽河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7% 1,951,683    

广东启程青年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1,636,000    

长沙岱梦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1,080,000 1,080,000   

北京启迪汇德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748,721    

长沙岱想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720,000 720,000   

上海祥禾泓安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702,021    

北京华清博远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618,000 61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段志明、杨辉煌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张媛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8,700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 22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58,700 股。张继华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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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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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长沙岱勒新

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岱勒转债 123024 2019 年 03 月 21 日 2024 年 03 月 21 日 20,986.95 0.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18% 53.50% -0.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96 0.94 214.8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207.24万元，同比增加117.69%。 报告期内，因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行业需求下滑，公司短期停工停产，且疫情期间防疫成本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因下游产业链

成本下降压力的传递，公司产品同样面临价格下降的压力，盈利能力进一步承压。为应对市场的发展变化，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重点加强了技术研发和成本控制的力度，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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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

【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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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

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

合同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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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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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