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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9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3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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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科技 股票代码 0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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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路遥 詹燕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电话 0579-8687 8687 0579-8687 8687 

电子信箱 zjkj@topsunpower.cc zjkj@topsunpowe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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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34,310.06 211,570,358.52 -1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21,297.09 7,997,676.40 -17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631,712.85 4,287,882.88 -32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862,606.08 3,788,825.12 37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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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1.2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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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91,210.43 853,117,533.50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5,721,131.64 643,426,428.7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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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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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55% 68,042,700 0 质押 40,200,000 

吴明根 境内自然人 5.52% 7,286,400 5,464,800   

漳州市笑天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8% 5,920,000 0   

赵爱娱 境内自然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李卫峰 境内自然人 3.00% 3,960,000 2,970,000 质押 3,96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吴展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1.78% 2,344,7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485,000   

蔡艺平 境内自然人 1.18% 1,559,23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

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5,920,000 股；股东江安东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2,344,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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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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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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面临了较为严重的内外部形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世界经济陷入

二战以来的最为严重的衰退。疫情产生的封锁和经济停滞大幅削弱了全球消费和投资，外部需求的疲弱广泛冲击了贸易及进

出口。从国内情况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展现了较为强劲的韧性，上半年

GDP实际同比下降1.6%，虽弱于潜在增长水平，但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但是下半年我国经济还将面临疫情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恶化导致的短期、中长期外部风险，出口行业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2020年上半

年公司董事会审慎决策，确保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夯实基

础、内外并重、信息先行、效益为本”为指导思想，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基础管理、做好产品创新、

保持外贸优势，拓展内贸市场，同时做好信息化建设。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83.4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4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2.1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6.54%。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国际市场上，继续拓展外贸客户渠道，加强与国际领先客户的合作深度，并在海外设立销售分公司，以开拓自己的

销售渠道；国内市场上，进一步加强自有品牌的推广和渠道建设，提升内销市场份额；  

2、加快新产品开发与产品线布局，加大手推式割草机、乘骑式割草车、锂电系列产品的研发，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含

量与竞争力； 

3、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和岗位结构、优化团队，重点开展中基层精益生产和管理知识的培训，建立车间主任、线组长等

中基层的人才培养梯队； 

4、推行绩效管理，建立以KPI绩效业绩为导向的全员激励机制，提升组织活力； 

5、率先在油锯车间推行精益生产管理，提升车间的精益生产管理水平，提升生产效率； 

6、进行SAP/OMS/MES/PLM/WMS等信息化系统的实施或升级，以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厂的落地，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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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董事

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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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日期执行新的会

计准则。  

2.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新收入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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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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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来进行确认核算。其余未变

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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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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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引入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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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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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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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行

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

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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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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