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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0-094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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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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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兴达 股票代码 00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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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岑 宫兰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1-72 号银星智界 2 号楼 1301-1601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1-72 号银星智界 2 号楼 1301-1601 

电话 0755-33687792 0755-33687792 

电子信箱 zqswdb@txdkj.com  zqswdb@txdk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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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6,934,364.86 2,291,711,643.09 8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542,354.71 27,754,753.65 19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949,056.69 -6,563,230.47 1,13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0,163,452.25 -88,078,232.60 -30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4 19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4 19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2.39%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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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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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8,579,847.86 6,400,650,879.29 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1,625,514.15 1,258,668,135.88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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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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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锋 境内自然人 25.24% 51,192,000 38,394,000 质押 37,440,000 

钟小平 境内自然人 21.46% 43,522,000 40,200,000 质押 31,400,000 

南昌金开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10,139,400 0   

李锋 境内自然人 4.47% 9,072,000 0   

刘秋香 境内自然人 3.93% 7,962,000 0   

共青城泰欣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 7,712,6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63% 7,366,697 0   

恒泰资本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4% 1,502,000 0   

宫臣 境内自然人 0.71% 1,440,000 1,440,000   

梁甫华 境内自然人 0.46% 936,000 702,000   

隆晓燕 境内自然人 0.46% 936,000 70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锋、李锋为夫妻；钟小平、刘秋香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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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复工复产，在完成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贯彻落实公司的发展

战略，保障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公司的盈利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20年上半年，公司根据2020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总体目标和经营计划，主要围绕液晶显示模组和摄像头模组的生产

及销售两大主营业务。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2,693.44万元，同比增长80.08%，营业利润8,088.74万元，同比

增长268.25%；主要系与多家全球品牌厂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大客户粘性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实现了营业

收入的同比大幅增长。 

液晶显示模组产品：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公司现已成长为行业头部企业，与多家全球品牌厂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大客户粘性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公司订单饱和，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同比大幅增长。截至目前，公司2018

年开始布局的赣州高端设备智慧工厂现已实现产能释放，有效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摄像头模组产品：公司战略布局扩展产业链，投资设立了南昌摄像头模组工厂。因工厂建立初期产能效率未完全释放，

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但经过不断努力，公司横向一体化战略取得良好效果，摄像头模组也已实现产能释放并产生盈利预期。

目前订单量还在持续稳健增长，摄像头模组产品销售收入将持续增长。 

提升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梳理内部各项业务及管理流程，并加强流程培训，使全员树立流程意识，并在实

际工作中严格遵照执行,另一方面公司深化改革，公司通过液晶显示模组计划管理系统、液晶显示模组开发管理系统、液晶

显示模组生产信息控制管理等信息管理技术，对生产管理进行深度信息化整合，建立起以“TXD信息管理系统”为核心的信息

化经营运转系统，实现ERP与MES的无缝连接，大幅提升公司生产管理效率。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公司持续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深挖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价值服务。公司将全面加

强市场、研发体系对客户业务的理解和分析，快速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满足市场及客户对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需求。公司

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依托现有研发中心，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创新研发模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进而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全力抓好自主项目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储备未来利润增长点。 

公司人才梯队建设卓有成效，股权激励持续推行：公司建立了员工和公司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长期激励机制。始终把

人才培养和引进、人才梯队建设作为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年青人才成长迅速，在各重要岗位发挥重要作用，团队领军人才

和优秀的专业人才不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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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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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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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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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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