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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6                               证券简称：远方信息                          公告编号：2020-038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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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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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信息 股票代码 3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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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跃 夏奇芳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69 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69 号 

电话 0571-88990665 0571-88990665 

电子信箱 board@everfine.cn board@everfine.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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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436,785.89 189,742,471.50 -1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17,903.94 73,571,992.38 -5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7,173,555.61 29,614,619.87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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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0,121.17 54,221,201.34 -10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5.0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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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292,306.63 1,592,771,923.18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9,761,492.43 1,402,570,140.78 3.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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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建根 境内自然人 29.18% 80,067,960 60,050,970   

杭州远方长益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0% 50,767,560 38,075,670   

孟欣 境内自然人 5.77% 15,845,040 11,883,780   

王培屹 境内自然人 2.74% 7,506,500 0   

闵芳胜 境内自然人 1.95% 5,339,920 5,339,920   

夏贤斌 境内自然人 1.54% 4,213,265 1,643,174 冻结 1,893,274 

恒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3,989,263 3,448,350 冻结 3,973,209 

邹建军 境内自然人 0.81% 2,223,194 0 冻结 753,122 

陆捷 境内自然人 0.69% 1,904,039 1,428,029 冻结 185,286 

胡红英 境内自然人 0.64% 1,760,0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潘建根先生与孟欣女士为夫妻关系；潘建根先生为远方长益控股股东、执行董事；闵芳

胜先生、孟欣女士为远方长益的股东。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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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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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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管理层继续带

领全体员工紧密围绕着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修炼内功，夯实基础，进一步强化产品技术竞争优势，加强

市场推广力度，优化渠道建设，提高服务响应水平，稳固、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43.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81%；营业利润2,182.3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73.09%；利润总额2,186.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181.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75%。利润下降比例较大的主要原因为维尔科技业绩补偿股份的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剔除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后，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1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

产为157,729.23万元，较期初减少0.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4,976.15万元，较期初增

加3.36%。 

1、业务拓展方面 

公司继续坚持“聚焦客户需求，提供精准感知高效设备和应用解决方案，实现客户持续更大认可”的企

业使命，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打造以智能检测信息系统与服务为主业的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整体业务开展情况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及

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迟，且复工复产后仍存在一定物流运输不畅，物料供应不足，客户需求放缓等

情况，尤其维尔科技驾培驾考业务模块，由于驾校培训、考试暂停开展，影响尤为明显，公司一季度整体

业务拓展远不及预期。第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相关不利因素逐步消除，公司国内业务开展已

基本恢复正常。但由于海外疫情仍不容乐观，公司光电智能检测业务板块相关海外业务受到一定冲击，有

所下滑。 

面对困境，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在原有通过参加各类国内外

重要行业学术研讨会、展会和新闻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新老产品的市场推广的同时，紧跟新型网

红带货趋势，新增上线“远方云课堂”直播课，充分利用公司技术及团队优势，打造技术网红带货模式，

受到了市场及业内客户的热烈欢迎及高度认可。 

2、技术创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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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投入，对公司现有多款核心产品进行升级完善，相关产品

性能、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同时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前期研发投入及相应成果得到有效转化，进

一步优化了公司产品性能及产品结构，有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达3,232.83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为19.54%。公司产品研发、标准制定、

专利申请等工作稳步推进，主导、参与制定发布国际标准1项，新获授权专利11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共拥有专利237件，其中含中美德发明专利74件，累计制定已发布的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47项，整体核心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项目建设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远方大厦（暨生物识别信息安全产品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

目）已经完成五方主体验收，正在有序开展竣工备案、房产证办理及装修工程相关工作。 

鉴于上述生物识别信息安全产品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相关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在本报

告期，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相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办理完成注销手续。后续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产品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的投入将由公司自有资金继续支出。本次项目实施后，将为维尔科技进一步

加大对产品开发及整合的投入，围绕扩大主营业务，提升产业规模，丰富产品线，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必要的条件。 

4、管理提升方面：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全力推进各项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组织、团队结构，去冗增效，有效提升

运营效率，促进各业务板块协同并进，提高公司整体管控水平，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公司也积极加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管理提升，及时认真学习落实各级监管部门关

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完善法人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经营

管理体制，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捋顺内部管理流程，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

强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关管理人员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和对中小投资

者的责任意识，保证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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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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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2021年1

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

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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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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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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