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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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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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乐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4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少滨

陈锡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
168 号
168 号

电话

0663-2348056

0663-2348056

电子信箱

1421334889@qq.com

goldlok@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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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589.71

353,742,329.34

-4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10,214.78

4,778,387.58

-77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813,523.54

-3,562,875.25

87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78,183.93

-44,748,515.75

-5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1

0.0050

-78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1

0.0050

-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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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0.37%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428,715,408.00

1,439,469,643.93

-0.75%

927,334,708.68

958,506,001.79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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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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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19.76%

187,132,600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15.20%

144,000,000

杨广城

境外自然人

13.09%

123,948,948

92,961,711

颜俊杰

境内自然人

1.04%

9,831,114

0

李盈

境内自然人

0.89%

8,386,100

0

董依林

境内自然人

0.77%

7,293,521

0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品有限公司

0.68%

6,400,000

0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0.64%

6,104,000

0

王彦成

境内自然人

0.59%

5,574,008

0

张莉苹

境内自然人

0.54%

5,133,8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0
108,000,000 质押

144,000,000

上述股东中：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普宁市
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杨氏家族控制的企业，
杨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包括杨镇欣先生、杨镇凯先生、杨广城先生、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旭恩先生及杨楚丽女士、杨康华女士。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上述十大股东中张莉苹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133,800 股，存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股东王彦成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有）
5,574,008 股，存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开展融资融券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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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发展规划，持续推动玩具与互联网教育双主业发展，面对外部环境
复杂多变，如全球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等因素，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
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加强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开源节流等措施，保障公司各项工作
稳步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205,589.71元，同比下降43.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310,214.78元，同 比下降 776.17% ；实现 归属于上 市公司 股东的扣 除非经 常性损益 的净利 润
-34,813,523.54元，同比下降877.12%。其中，玩具及相关业务营收占比71.68%，互联网+教育相关业务营
收占比28.3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94,720万股，总资产1,428,715,408.00元，同比下降0.75%，
净资产927,334,708.68元，同比下降3.25%。
（1）玩具业务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受压制，给公司生产经
营增加了更多变数和压力，公司紧跟市场流行趋势，结合新零售市场形势，加强益智类、教育互动类、智
能类、竞技类等产品开发，丰富动漫IP形象授权产品品项，提升产品差异化竞争实力，努力加强国内外市
场渠道布局和拓展，提高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策划能力，巩固加强合作客户互动沟通，加大礼品、优品市
场业务开拓，继续保持拓展母婴市场和早幼教机构等相关渠道，开拓盲盒玩具市场，并着力布局新媒体玩
具销售渠道，积极加大拓展新兴市场，优化国际市场业务布局，从而保障公司国内外市场销售渠道优势，
提升公司整体抗风险的能力。报告期内实现玩具及相关业务营业收入14,423.51万元，同比下降31.24%。
（2）互联网教育业务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旗下教育云平台迅速做出统筹安排，为各学校提供在线学习、
同步课堂互动直播服务以及完备的平台、技术、设备支撑，为公司所服务教育区域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支持
和保障，保障了学生停课不停学。
报告期内，教育信息化服务行业受国内疫情影响，业务洽谈停滞，业务拓展受限，项目推进困难，以
及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行业提供免费服务，校园加强疫情防控，公司互联网教育业务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教育业务共实现合并上市公司报表的营业收入为5,697.04万元，同比下降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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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高乐教育持续推进完成中标“互联网+智慧教育”信息化项目建设、验收和后续服务工作，
支撑区县教育局完成智慧教育云平台等级保护评估。技术和服务团队支撑教育局和学校基于智慧教育云平
台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建设信息化样板学校，推动信息化应用的落地。重点推进教育培训平台、综合
素质评价系统、体温上报、招生录取、优课等平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进一步
加强基础平台、平安校园、AI知识感知技术，智慧校园、选课服务、综合素质评价、网络安全等产品和技
术的研发，并将成熟产品和服务逐步推向市场。公司控股子公司异度信息持续围绕 “专递课堂、名师课
堂、名校网络课堂”三个课堂展开建设，并加强与高乐教育协同发展。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双主业稳健发展，巩固玩具业务，加大力气拓展教育业务。未来公司
将继续围绕战略发展与转型规划，持续优化治理模式、资产结构和业务布局，努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努力为股东、为社会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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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规定，公 司于

审批程序

备注

2020 年 5 月 28日，公司召开

2017 年 7 月 5 日，财

2020年 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 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 重溯前期可比数， 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 的通知》（财会〔2017〕22
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 信息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 案》，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发表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一致的，无须 调整。

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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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旭恩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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