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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20-035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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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圣象 股票代码 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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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龙强 戴柏仙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 99 号大

亚工业园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亚

工业园 

电话 0511-86231801 0511-86981046 

电子信箱 shenlongqiang@cndare.com daibaixian@cnda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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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0,282,868.92 3,083,236,019.18 -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435,899.80 196,917,867.98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3,641,668.47 187,031,646.49 -2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367,650.24 -56,207,367.71 36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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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4.0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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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4,012,412.34 8,003,834,127.17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57,304,122.76 5,066,555,829.4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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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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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97% 254,200,800 0 

质押 240,000,000 

冻结 2,633,6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4.40% 24,331,948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8% 18,135,208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二组

合 

其他 2.98% 16,491,478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7% 13,659,78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1% 6,669,56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媒体互

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6,439,361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潜力价

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3% 6,239,42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智能生

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1% 5,574,951 0   

兴业银行股份 其他 0.90% 4,966,2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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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太

平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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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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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上下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着力恢复复工复产秩序，在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狠抓生产经营不放松。同时公司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找寻“新机遇”，实现“新突

破”，减小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地板产业2020年上半年提出“抢市占、扩品类、调结构、促增长”的发展目标。针对后疫情时代爆发的需求，公司地板产

业在疫情伊始就迅速做出决策，加强生产资源整合，优化产能配置，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由生产制造向生产智造转型，率先

进行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将提升产品健康、环保系数纳入自身的品牌战略高度，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研发，成功推出无醛认证

系列地板和运动地板；同时继续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加大营销创新，推出全国线上线下直播活动，并推出“圣象社区”数字营

销整合平台，不断提升公司地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人造板产业2020年上半年跟踪疫情，积极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继续加强采购、研发、生产、营销等各环节管控；

不断加大采购制度执行力度，完善考核机制；加强客户开发力度，增大优质客户拥有量，不断创新营销策略；加大环保投入、

品牌建设以及产品研发力度，成功开发了地暖地板基材、绿色防潮线条板、阻燃板、黑色防潮地板基材等产品，不断提升“大

亚”人造板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综上所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公司2020年一季度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4,028.29万元，同比减少17.61%；实现营业利润19,966.15万元，同比减少24.31%；实现利润总额19,669.52万元，同比减少

25.51%；实现净利润15,386.33万元，同比减少24.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843.59万元，同比减少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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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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会计政策变化情况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执行新收入准则，已收取客户对价而未交

付商品，在合同负债中列示。 

合同负债：增加401,158,012.60元 合同负债：增加123,851.13元 

预收款项：减少401,158,012.60元 预收款项：减少123,851.13元 

      2、报告期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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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增加石家庄圣象商贸有限公司的合并，减少济南康树工贸有限公司的合并。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陈建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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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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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