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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0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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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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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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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彤 蒋彩芳 

办公地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 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

钧达大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 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

钧达大楼 

电话 0898-66802555 0898-66802555 

电子信箱 zhengquan@drinda.com.cn zhengquan@drinda.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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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8,575,108.16 305,855,452.19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65,956.78 -44,655,223.20 10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6,384.22 -44,655,223.20 10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80,403.47 -50,132,504.55 1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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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7 10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7 10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4.97%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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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847,821.47 1,840,996,158.25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1,197,371.39 919,780,065.51 -0.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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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塑料（苏

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74% 48,041,370 0 质押 32,727,962 

苏州杨氏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8% 29,358,630 0   

陆小红 境内自然人 3.72% 4,500,000 3,375,000   

杨钧 境内自然人 0.37% 450,000 0   

刘买成 境内自然人 0.23% 277,000 0   

杨丽华 境内自然人 0.17% 210,000 210,000   

杨金弟 境内自然人 0.17% 210,000 210,000   

杨建辉 境内自然人 0.16% 192,639 0   

杨春梅 境内自然人 0.12% 151,000 0   

赵谛 境内自然人 0.12% 150,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汽塑料、杨氏投资、陆小红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杨春梅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151,000 股；赵谛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5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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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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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汽车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与消费低迷持续影响下，一季度销量出现大幅下滑，二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以及汽车行业逐步复苏，连续三个月销量同比增长，上半年汽车销量降幅进一步收窄。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数据，2020年1-6月，我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千万辆，分别完成 1,011.2 万辆和 1,025.7 万辆，同比下降 16.8%和 16.9%，降

幅持续收窄，总体表现好于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857.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89%；成本费用合计30,293.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6.6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公司采取降本

增效、合理控制费用及优化摊销方式等积极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多项工作，努力降低因疫情及行业调整带来的影响。具体如下： 

1、积极调整客户结构，持续拓展新业务。公司积极应对行业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高度关注行业一流车企，进行战略

性业务结构调整。通过公司内部评级淘汰一批风险高、发展潜力低的客户，并启动了诉讼程序对应收款进行了追讨；集中资

源对接主流车企和主流车型。截至目前，公司拥有东风日产、郑州日产、上海汽车、上汽大通、奔驰、麦格纳、东风柳汽、

三一重工、徐工等优质客户，同时积极布局新能汽车，与吉利汽车、蔚来、小鹏等品牌下的部分新能源汽车车型项目的配套。 

2、加强内部协作，加大研发技改力度。 继续加强内部协作与配套，优化供应链管理；继续加大研发技改投入，全力推

进新产品的研发和试制工作；加强安全、节能环保、智能、舒适、轻便为目标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与培育，为

企业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3、大力推行精益化经营，全面提升经营效率。除研发领域以外，公司还在制造、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推行精

益化管理，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优化、推行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推进信息化制造及经营管理等方式，提升公司制造效率和质

量水平，降低经营成本。 

4、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能力，合理控制财务风险。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加强预警监测和成本核算，不断创新成本管理

办法，实现成本费用与绩效薪酬密切挂钩，全面提高全员成本管理水平。 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增强经营活动创现能力。  

5、加强企业管理，提升企业效益。持续完善治理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组织架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建立顺畅的管理

流程，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不断完善优化用人机制，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打造适应公司发展的企业文化，增强公司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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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下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要求，本公司对原

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具体见“附注三、（二十七）”。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负债。 

本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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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于2020年3月24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2、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 

 

经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对长期待摊费用中的模具开发成本摊销方法进行变更，由原来2年直线摊销

变更为按实际销售数量与预计销售数量占比摊销。 

本次变更前，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模具开发成本摊销方法：按照客户是否补偿模具开发成本分为两类：一是模具开发

成本全部由本公司承担，客户不支付模具开发费的，待产品投入量产后采用直线法摊销，其中单项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模具

一次性摊销、单项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模具在2年内摊销。二是客户补偿模具开发成本的，在模具开发阶段确认模具收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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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模具成本；待产品投入量产后，剩余模具成本按2年期限摊销。本次变更后，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模具开发成本摊销方

法：按照客户是否补偿模具开发成本分为两类：一是模具开发成本全部由本公司承担，客户不支付模具开发费的，待产品投

入量产后，按实际销售数量与预计销售数量占比摊销。二是客户补偿模具开发成本的，在模具开发阶段确认模具收入时结转

模具成本；待产品投入量产后，剩余模具成本按实际销售数量与预计销售数量占比摊销。 

本次调整长期待摊费用-模具开发成本摊销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

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2019年以及以往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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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月公司设立苏州钧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其他无变化。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小红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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