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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84                           证券简称：中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2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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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科技 股票代码 30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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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钰 张伟娜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3 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3 号 

电话 010-67860832 010-67860832 

电子信箱 info@jones-corp.com info@jones-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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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95,886.02 252,695,998.89 5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498,201.11 27,866,865.88 12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0,759,183.52 24,821,474.48 14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081,152.79 63,355,425.10 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14 0.1107 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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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14 0.1106 12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7% 4.02%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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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44,876.91 1,037,316,194.09 7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0,871,890.38 781,079,513.13 -5.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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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露 境内自然人 24.82% 62,568,195 62,568,195 质押 7,071,520 

吴晓宁 境内自然人 24.75% 62,392,078 62,392,078 质押 15,954,053 

HAN WU 境外自然人 6.03% 15,206,400 15,206,400   

北京盛景未名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7% 10,512,000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邮箱

公司 
国有法人 3.98% 10,024,416 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 5,25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2.02% 5,100,051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保险产品华泰组

合 

其他 1.79% 4,499,78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3,005,582 0   

张宗慧 境内自然人 1.14% 2,880,000 2,8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叶露女士与吴晓宁先生为夫妻关系，HAN WU 系叶露、吴晓宁夫妇之子，合计

持股 140,166,673 股，占总股本的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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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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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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669.59万元，比上期增长56.99%，实现归母净利润6,349.82万元，比上期增长127.86%。 

（1）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产品等市场中新项目、新产品业务的不

断提升及在国内外主要大客户供货份额的提升，公司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2） 因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产能利用充足，形成规模效应，毛利率趋于稳定，因此公司 2020 年上

半年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进展说明： 

    （1）单层厚石墨膜已实现向韩国主要手机大客户的批量交付； 

    （2）石墨产品在大客户端的应用，从手机扩展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新项目中，石墨产能已扩充到90万平米/月； 

    （3）在5G方面，公司导热材料和屏蔽材料在国内5G基站和配套设备服务方面完成了前期的技术和生产准备，已开始批

量交货； 

    （4）上半年完成了手机超薄热管200万支/月的产能建设，已开始批量供货； 

    （5）均热板（VC）的第二代自动化产线落成，已形成月产200万支的生产能力； 

    （6）华南工厂建设完成并投产，一期建成模切产能5000万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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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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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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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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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以下子公司： 

1、速迈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1月2日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速迈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注册地址：广东省东

莞市大岭山镇百花洞马山庙路2号5栋301室，法定代表人：朱光福。 

2、无锡中石斯宾驱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新设成立控股子公司无锡中石斯宾驱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注册地址：宜兴经济

技术开发区杏里路10号宜兴光电产业园5幢102室，法定代表人：陈钰。其中公司持股80%，少数股东持股20%。 

3、茉锦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茉锦发展有限公司（MOJIN DEVELOPMENT LIMITED），注册资本1.00万元

港币，注册地址：9/F MW TOWER NO 111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ONG KONG。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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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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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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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