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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舜喆（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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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海 董事 公务 陈东伟 

潘晓春 独立董事 出差 未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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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舜喆 B 股票代码 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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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巍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一本电子商务大厦

990 号 503 
 

电话 0755-82250045  

电子信箱 xw@200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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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103.10 895,132.43 33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9,865.35 -4,262,281.71 -1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61,156.34 -4,351,690.16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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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25,943.79 -998,803.03 -1,71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136 -127.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136 -12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1.2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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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927,120.56 514,650,229.26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6,318,193.75 345,098,328.4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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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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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升恒昌

惠富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9% 117,855,000 117,855,000 

质押 117,855,000 

冻结 117,855,000 

深圳日昇创

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8% 34,020,000 34,020,000 

质押 34,020,000 

冻结 34,02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
G) LIMITED 

境外法人 7.24% 23,050,755    

申万宏源证

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98% 15,881,159    

深圳联华惠

仁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12,150,000 12,150,000 

质押 12,150,000 

冻结 12,150,000 

安信国际证

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38% 10,755,767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
unt Client 

境外法人 2.76% 8,792,284    

中国光大证

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3% 4,226,600    

陈剑星 境内自然人 0.62% 1,985,095    

唐海明 境内自然人 0.61% 1,95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升恒昌惠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联华惠仁实

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其他关联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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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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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91万元，与上年同期89.51万元上升338.9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2万元，比上年同期-426.23

万元扭亏为盈。营业收入上升系上年同期基数较小所致。母公司净利润扭亏为盈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雷伊实业有限公司

全额回收账龄 2-3 年的应收账款，导致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约 882 万元冲回。 

报告期内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重点完成的工作如下： 

（一）推进 2019 年度审计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解决。 

具体详见本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的相关内容。 

（二）加强应收款项的回收工作。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市雷伊实业收回应收账款约 1,765 万元，从而导致坏账准备冲回。

同时，推动深国融担保股权的转让款和未来产业基金的分红款的收款工作。截止本报告日，该两笔款项的回收尚无新的进展。 

（三）公司及相关人员针对警示函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研究，认真吸取教训，逐项制定整改计划，并将整改措施落实到人，

积极推进整改工作，杜绝类似事项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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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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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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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名：陈鸿成 

 

 

 

                                                                               20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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