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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7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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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象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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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君涵 王佳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

发展四道 9 号 

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

发展四道 9 号 

电话 022-23788169 022-23788188-8308 

电子信箱 tstzqb@sina.com tstzq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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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45,830.15 184,300,600.07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26,760.62 -16,471,239.32 -1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063,414.93 -17,863,899.32 -7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247,066.14 46,315,659.38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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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1.3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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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744,790.62 1,577,745,054.25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9,584,006.94 1,220,483,082.56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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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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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5% 189,230,000    

张建浩 境内自然人 3.76% 22,1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7,250,500    

周新勇 境内自然人 0.76% 4,500,200    

#程洁 境内自然人 0.57% 3,330,700    

#张庆生 境内自然人 0.19% 1,108,600    

虞光菊 境内自然人 0.15% 910,000    

王敏 境内自然人 0.15% 879,800    

#李克明 境内自然人 0.15% 879,150    

#宋良德 境内自然人 0.13% 79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浩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天津赛象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张建浩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程洁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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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330700 股。 

公司股东张庆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08600 股。 

公司股东李克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791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79150 股。 

公司股东宋良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1900 股外，还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31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93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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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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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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严重受挫，外销业务大幅减少，国内市场订单存量不足，同行业竞

价加剧，订单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受疫情影响，产品交货期普遍出现延迟交付的现象，受地方防疫政策影

响，调试期加长，安装调试费用、差旅费用不断增加，导致报告期业绩欠佳。随着疫情缓解和世界经济复

苏，公司业绩会逐步好转。 

报告期采取的主要措施： 

1.把握市场动态，弥补订单缺口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及时调整销售政策，积极推动国内销售，最大限度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2.加强资产管理，增加管理收益，降低资产减值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回收，补充流动资金，降低资产减值风险，增加理财收益。 

3.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开展优化降本，将优化降本理念植入每一位基层员工的心中，培养员工居安思

危的危机意识，发扬员工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优化经营成本支出。 

4.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订单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为保证产品正常交付，公司优化组织架构，启用优秀人才，

重视并推动每一项合理化建议，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的提升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466.14万元，同比下降6.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2.68

万元，同比下降16.12%。预计下半年如疫情和经济形势好转，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半年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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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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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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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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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1、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2、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一）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二）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三）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四）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 

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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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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