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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1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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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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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妹妹 王坚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 0511-86644324 0511-86644324 

电子信箱 ir@hengbao.com ir@heng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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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015,804.18 652,945,153.35 2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58,261.50 47,589,802.57 -4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42,296.53 40,772,081.22 -5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8,579,166.08 -211,177,317.25 -23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 0.068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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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 0.068 -4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2.4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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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610,108.22 2,349,715,249.41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3,817,807.33 1,928,289,808.98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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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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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京 境内自然人 20.65% 143,925,147 0 质押 61,199,997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4,048,60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 CES

半导体行业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3% 9,251,000 -3,074,000   

马晓兰 境内自然人 1.06% 7,415,800 -794,700   

刘晓群 境内自然人 0.56% 3,874,970 3,874,970   

蔡晓 境内自然人 0.44% 3,044,375 0   

浙江锦鑫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2,773,000 -1,455,000   

周春秀 境内自然人 0.37% 2,599,600 2,599,600   

李小飞 境内自然人 0.33% 2,297,830 77,600   

林进权 境内自然人 0.32% 2,244,921 2,244,9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京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蔡晓通过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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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375 股；周春秀通过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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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600 股；李小飞通过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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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830 股；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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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9,3000股；

林进权通过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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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921

股；马晓兰通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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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8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46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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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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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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公司智能卡业务较去年同期下降；公司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物流受

阻，导致订单无法按期交付；公司产品认证推迟，公司项目无法正常开展。面对疫情的严峻考验，公司积极落实防疫防控措

施，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公司于2月10日逐步恢复生产，并开启了云办公模式，截止报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已全面

恢复。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01.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5.83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7.7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85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8,975.65万元。 

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把握物联网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万物互联场景的eSIM、M2M产品和解决方案批量出货，取得

较好发卡量；公司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300%；公司继续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紧跟银联步伐，持续推进，大力

营销，加大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迅速增加公司在海外地区的市场份额，平衡公司区域业务收入结构，公司海外业务较去年

同期增加17.21%；公司控股子公司推出的智能刷脸支付产品QD28-双屏版获得市场好评，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287.84%；此外，

公司基于数字金融的数字钱包应用、基于校园、园区、医院、商圈等业务场景的一卡通平台，基于K12教育及培训机构的教

育监控平台都取得一定突破。 

资质及荣誉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美国运通（AMEX）磁条卡、EMV卡卡基制造及个人化，美运产品芯片封装资质

认证，顺利取得资质证书。至此，公司已拥有世界主流信用卡品牌的全部资质，成为在金融卡产品领域拥有中国银联、VISA、

MasterCard、JCB、AMEX卡商资质最全的国内卡厂之一；报告期内，公司荣获江苏镇江2019年度科技创新“梦溪奖”，公司将

继续坚持科技创新，通过多方面创新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用匠人精神不断打磨优化工序和产品，为社会为客户为员工创造

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随着全国范围的复工复产工作的稳步推进，公司预计下半年业务将逐渐回暖。同时受疫情影响，居民的卫生习惯、生活

模式等诸多的改变将催生新的机遇。公司将进一步通过优化企业流程、降耗改造、生产智能化改造、提升供应链与管理的协

同效益等措施降本增效，通过持续提升工艺水平、优化产品架构、提高产品系能能等措施提高产品质量及利润水平；新基建

是国家应对当前形势，释放投资和经济发展活力的战略安排，公司将结合新基建的宏观战略，致力于从继续深耕智慧政务、

掌上民生、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数字工业等业务领域，深入挖掘机会点，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打造“数字城

市、智慧运营”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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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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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相关新旧准则

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新收入准则的实施预

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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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子公司恒宝润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云宝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旗

下子公司云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恒宝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Keyfort Pte. Ltd.和Chipstone Technologies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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