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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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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中新 603996 中新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娜 无 

电话 0576-88322505 无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 

无 

电子信箱 lina@cncgroup.cn 无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28,068,906.66 2,090,378,473.03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08,573,995.28 -548,706,451.96 -47.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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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0,838.01 209,778,876.84 -99.66 

营业收入 106,700,124.00 484,514,727.86 -7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9,867,543.32 -108,788,007.78 -13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2,620,143.79 -133,410,431.43 -5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29 -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658 -0.3624 -138.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658 -0.3624 -138.9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9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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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77 155,402,497   冻结 155,402,497 

江珍慧 境内自

然人 

7.22 21,656,250   冻结 21,656,250 

陈德松 境内自

然人 

7.22 21,656,250   冻结 21,656,250 

王辉 未知 0.59 1,783,900   无   

张凌 未知 0.44 1,320,188   无   

毕胜 未知 0.41 1,235,071   无   

薛青洁 未知 0.38 1,153,100   无   

黎静 未知 0.34 1,012,000   无   

李丽英 未知 0.33 1,000,000   无   

徐坚 未知 0.3 886,90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德松和江珍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双方签署了《一

致行动人协议》；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陈德松和江珍慧分别持有其 55%和 45%；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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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受资金紧张影响和“新冠”疫情影响，自 2020 年 1 月中旬工厂停工后，

未能实现复工复产，公司除生产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已正常开展。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0,670.00 万元，同比减少 77.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86.75 万元，亏损同

比扩大 138.88%。 

流动资金紧张，尚未复工复产，导致经营亏损 

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报告期内，因未能及时收回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及

利息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出现流动资金紧张，工厂被迫停产的局面，致使 2020 年上半

年经营亏损。公司敦促有关关联方尽快履行承诺归还占用资金及利息，以缓解流动资金紧张局面

并全面恢复正常经营。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监督检查职能 

公司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了内控执行力度。为防止资金占用情形的发生，内审部门及财务部

门密切关注和跟踪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的情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相关制度并加强落实：（1）

完善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充实专职的内部审计人员，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监督权；完善控制

监督的运行程序，制定详细的内部审计计划和执行内部审计；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2）制定《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修订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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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制度，加强制度执行力度；（3）建立大额资金往来内审部门审批制度，定期核查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4）建立关联方资金支付防火墙制度，在审批决策程序和手续不齐备

的情况下，禁止对关联方支付任何资金；（5）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

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督促经营层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针对公司出现的内控缺陷，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法务部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内部培训工作，

增加全体员工的守法合规意识；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监管部

门组织的证券法律法规、最新监管政策和资本运作培训。报告期内，内控完善情况良好，暂未出

现资金占用新增情形。 

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以改善经营状况，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及利息。公司董事会积极采取相关举措，争取尽

快收回占用资金及利息，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根据关联方所出具的《关于关联方资金往

来的情况说明》，关联方承诺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筹集资金，自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一个月内归还

间接占用的资金及利息。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一并承诺，如以上

款项未如期退还至中新科技，中新产业集团、陈德松、江珍慧将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弥补关联方间

接占用的资金，切实维护全体投资人的权益。 

经公司董事会积极推动，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积极履行股权

转让承诺，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与邳州经济开发区经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融运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分别签署了附有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拟转让公司 155,402,497 股普通股（合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77%）。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2020 年 3 月终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报告日，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仍在继续努力筹措资金，

积极履行股权转让承诺，相关事项正在推进当中。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关联方的及时还款情况，敦促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实际控制人陈

德松、江珍慧继续履行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弥补关联方间接占用的资金的承诺，争取尽快收回被占

用的资金及利息，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以全面恢复正常经营，改善经营业绩，切实维护公司

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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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陈德松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