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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5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0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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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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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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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强 何淑恒 

办公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 

电话 0756-6255818 0756-6255818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bojay.com zhengquan@zhboj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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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18,024.12 405,480,566.73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639,788.10 73,282,750.48 1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0,257,091.35 69,935,929.35 1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32,296.76 71,068,907.50 -8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0 -1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0 -1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 17.17%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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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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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084,939.07 741,090,424.64 9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1,179,013.77 534,302,746.35 113.58% 

注：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于 2020 年 7 月 7 日除权后，最新股数为 138,933,400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应当按调整后的股

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上表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136,038,950 股，计算调整

后的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104,2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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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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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春 境内自然人 23.32% 16,200,000 16,200,000   

付林 境内自然人 17.49% 12,150,000 12,150,000   

成君 境内自然人 11.66% 8,100,000 8,100,000   

陈均 境内自然人 5.83% 4,050,000 4,050,000   

曾宪之 境内自然人 3.24% 2,250,000 2,250,00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3.24% 2,250,000 2,250,000   

浙江衢州利佰

嘉慧金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02% 2,100,000 2,100,000   

珠海横琴博航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88% 2,000,000 2,000,000   

珠海横琴博展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6% 1,500,000 1,500,000   

珠海横琴博望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6% 1,500,000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王兆春、付林、成君三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2、王兆春为博航投资、博望投资、博展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博航投资、博望投

资、博展投资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数 201.09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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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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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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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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元器件逐渐微型化和薄型化，各种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促使电子制造设备朝着智能化、高精度、高速度方

向发展。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凭借自身研发和生产实力，持续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创新，通过密切跟踪自动化测试技术

发展，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具备将产品创意、设计理念和前沿技术，快速转化为成熟可

靠的新设备产品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益”的经营宗旨，遵循“以人为本、遵章守法、

节能减污、质量第一、持续改进”的管理理念，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贴近市场，深耕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保持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921.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实现

营业利润 9,871.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463.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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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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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变动原因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珠海博韬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珠海 500万元 75%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兆春 

2020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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