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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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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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新机电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0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辉

曾小伟

办公地址

四川省什邡市经济开发区沱江路西段 21 号 四川省什邡市经济开发区沱江路西段 21 号

电话

0838-8265111

0838-8265111

电子信箱

comelec001@sina.com

comelec001@sin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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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7,020,495.98

249,609,118.30

4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266,389.10

21,001,644.44

1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033,845.93

16,801,352.29

150.18%

-25,500,478.05

38,945,886.79

-16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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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1

0.0907

11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1

0.0907

11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3%

3.75%

3.48%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102,038,122.28

993,677,728.48

10.90%

630,028,132.30

590,125,088.77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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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祯华

境内自然人

18.45%

42,729,401

32,047,051

林祯荣

境内自然人

17.94%

41,553,371

31,165,028

林祯富

境内自然人

12.17%

28,178,63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0.79%

1,820,800

0

强

凯

境内自然人

0.44%

1,018,002

763,501

杨利民

境内自然人

0.43%

1,000,000

0

罗志成

境内自然人

0.38%

891,100

0

陈

放

境内自然人

0.36%

835,000

0

李

秀

境内自然人

0.35%

800,100

0

周荣民

境内自然人

0.30%

700,8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前十名股东中，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有 3 人，为林祯华、林祯荣、
林祯富;此三人系兄弟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稳定公司的控制权结构，林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华、林祯荣和林祯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上述三人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中行使
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
（2）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前 10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罗志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通过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91,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91,100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2、前 10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李秀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00,100 股。
3、前 10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周荣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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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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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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2020年度目标，继续坚定以“安全、质量、创新、服务”的企业根本经营理念，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世界格局波谲云诡，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一切以市
场为中心，做好一切为市场，科学谋划，奋力推进各项工作，有效确保了2020年上半年各项工作的顺利完
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702.05万元，较去年同期24,960.91万元增长43.03%；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901.44万元，较去年同期1,916.60万元增长155.74%；实现利润总
额4,828.62万元，较去年同期1,917.41万元增长151.83%；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6.64万元，较去年同期2,100.16万元增长
110.7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03.38万元，较去年同期1,680.14万元增
长150.18%。
报告期内，对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公司在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复工复产，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43.03%。
2、由于报告期内产销量持续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相关固定成本摊薄；承担制
造的产品种类及结构向大型化、重型化、技术专有化方向发展，附加值增加，致使报告期毛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4,083.24万元，毛利率增长3.25%。随着毛利润的增长，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
3、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23.25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
性损益为420.03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营销订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营销的先锋引领，在巩固维护原有客户的基础上，以获取利润附加值高的订
单为重点，加强与大型、优质客户的业务深入交流。报告期内，营销订单成绩继续显著，为公司的后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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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审慎识别和预防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积极开展货款回收工作，防止风险发
生。
2、生产管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任务繁忙，为有效克服新冠疫情给公司部分产品进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继续
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认真策划、精心组织，狠抓生产执行过程中的各项环节。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基础上，
抢进度、赶交期，报告期内很好地完成了云南祥丰、中国五环、中国成达、惠州宇新、连云港石化等重点
项目产品。同时公司承制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越来越高，最终促使报告
期内的整体业绩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3、内部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内部管理工作不断优化并巩固，持续做好精细化、清洁化生产，贴近市场，做好制
造型服务工作，增强优质订单扩充能力，强化专业检验和增加现场能力建设，促使内部管理效益持续释放。
同时正在大力推进的数据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收尾阶段，为后期上线实施、提升整体经
营管理效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其他专项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组织开展技能大赛并召开表彰大会，激发技能人才工
作积极性。同时顺利通过了ASME U、U2资质换证审查工作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复审工作，确保了公司
资质管理工作的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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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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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