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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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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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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冰夏 阮旭里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南区）B 座 2206A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南区）B 座 2206A 

电话 （0755）83521596 （0755）83521596 

电子信箱 gnkjsz@163.com gnkjsz@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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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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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481,116.86 107,657,124.90 -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4,595.02 -1,918,824.57 23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02,008.84 -12,131,465.22 11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743,936.93 131,415.62 -27,29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6 -0.0228 1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6 -0.0228 1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1.77%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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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736,950.40 1,494,490,266.24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4,755,202.60 1,389,777,903.2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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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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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7% 23,876,848 0 质押 10,216,069 

彭瀛 境内自然人 9.88% 16,310,698 16,310,698 质押 1,970,000 

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9.23% 15,240,506 15,240,506   

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88% 13,005,922 13,005,922   

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8% 10,866,428 10,866,4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

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53% 5,831,273 5,83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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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训平 境内自然人 2.67% 4,408,096 4,408,096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0% 3,797,468 3,797,468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群岛千帆（青

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19% 3,616,636 3,616,636   

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 3,358,797 3,358,7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林琳与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珠海

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李琛森系姐弟关系；彭瀛与郭训平、郑

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此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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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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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复工复产延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市场拓展、项目实施和验收，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一方面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及业务拓展，另一方面加强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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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术创新，以推动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48.11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352.11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7.50 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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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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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

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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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 2019 年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智游网安 100%股权，并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过户，智游网安并入公司 2019 年度合并

资产负债表，2020 年起并入公司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 

2、全资孙公司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新设成立深圳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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