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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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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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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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雄极光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3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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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新元

冯海英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韦涌工业区 132 号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韦涌工业区 132 号

电话

020-28660360

020-28660360

电子信箱

info@pak.com.cn

info@pa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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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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

增减

838,426,174.48

1,073,727,112.98

-2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394,231.39

67,848,201.97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6,941,383.75

43,551,798.56

-15.18%

8,256,983.58

-11,007,445.48

17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48

0.2456

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48

0.2456

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3.23%

-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925,339,222.20

3,066,678,015.88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32,363,633.66

2,244,856,336.87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25,686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张宇涛

境内自然人

22.24%

62,270,297

46,702,723

张贤庆

境内自然人

18.22%

51,029,040

38,271,780

林岩

境内自然人

18.20%

50,965,843

38,224,382

陈松辉

境内自然人

8.76%

24,540,417

18,405,313

王展鸿

境内自然人

1.79%

5,000,000

0

1.78%

4,970,768

0

珠海广发信德
境内非国有法
厚源投资企业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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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人

黄建中

境内自然人

1.15%

3,231,900

0

黄伟坚

境内自然人

0.56%

1,557,098

0

李耀灿

境内自然人

0.22%

619,700

0

叶国芳

境内自然人

0.20%

560,364

0

①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张宇涛、张贤庆、林岩和陈松辉为本公司原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到
期解除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公司
股东张宇涛先生、张贤庆先生、林岩先生和陈松辉先生于 2015 年 4 月 8 日
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到期，各方同意并确认《一
《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到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
解除。因此，上述四位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动的说明
制人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②报告期末，股东张宇涛、张贤庆、林岩和陈松辉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前 10 名股东中的其它 6 位股东亦不存在关联关系；股东珠海广发信德厚
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王展鸿、黄建中和黄伟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公司股东李耀灿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11,700 股外，还通过信达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000 股，实际合
有）
计持有公司 6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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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相
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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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相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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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及宏观环境经历了较为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中美关系持续恶
化，中美纠纷从经贸领域向科技等其他领域蔓延，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出口限制对我国
企业及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另一方面，一月份开始蔓延全国的新冠疫情使国内社会
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重大冲击，出现了全国性的停工停产现象，一季度全国GDP增速更是刷新
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下降幅度高达6.8%；虽然一季度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3
月份开始，新冠疫情接连在欧美爆发，为抗击疫情，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了停学停产、限制人
员流动等防范措施，全球的经济活动均受到了重大冲击，局部处于停摆状态。
在疫情及中美关系恶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宏观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疫情期间
商业活动受到极大冲击，很多商铺关门歇业，国内照明市场需求明显下滑，一些出口型企业
加速向国内市场拓展，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给，需求的下降与供给的增加使照明行业竞争进
一步加剧。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科学应对下，我国疫情防控很快取得重大成效，3月份
全国疫情整体得到有效防控，国内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第二季度国内GDP增速由负转正，达到
3.2%。虽然经济增速同比大幅下降，但除个别地区外，第二季度国内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恢
复正常，尤其是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恢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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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审时度势，一季度疫情严重时期及时调整经营节奏，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加强运营管理，梳理市场与产品规划，为疫情好转做好充分准备。二季度疫情好转
后，公司抓住全国工程项目开工建设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在商业照明和工装领域的领先优
势，大力扭转了一季度因疫情造成的营收大幅下滑的态势。在北京、东北片区再次出现疫情
的情况下，公司第二季度营收较去年同期下降8.26%，下降幅度较一季度大幅收窄并呈逐月向
好态势。营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如餐饮、商业店铺、批发零售等行
业恢复速度明显较慢，零售流通渠道受到很大冲击，相关产品的销售下降幅度较大。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842.62万元，同比下降21.91%，其中第二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6.1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6.66亿元下降8.28%；实现利润总额8,247.17万元，同比增长
8.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39.42万元，同比增长3.75%，其中第二季度实
现净利润6,494万元，同比增长5.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3,694.14万元，同比减少15.18%，其中第二季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5,089.94万元，同比
增长25.33%。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重点工作：
（1）积极防疫抗疫，勇担社会责任
疫情发生后，公司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要求，严格遵守各地防疫指引，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为员工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在做好疫情有效防控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复工复产。
公司积极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疫情防疫工作。在得知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工程项目照明需求之时，公司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做好灯
光设计和灯具选型，制定物资调动运输方案，全程密切配合做好后方资源配置，确保施工进
度不受影响，体现了公司一贯的社会责任担当。同时公司心系疫情防控一线监测人员，在多
地免费为一线疫情防控人员搭建爱心遮阳伞，提供防疫防护物资等，积极参与社会疫情防控
工作。
（2）全面推行公司管理变革，夯实管理基础
在部分子公司、部门推行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管理变革基础上，总结变革经验，抓
住疫情期间商务出行受限的时间，加快在公司全面、深化推进管理变革工作。围绕公司战略，
强化目标管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优化业务流程，细化、量化经营管理目标，提高管理成
效的可视化程度，促进公司管理效率、经营效益和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随着公司管理变革
的持续推进，公司运营沟通效率、跨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协作得到了明显提升。
（3）完善渠道结构，优化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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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年来推进家居渠道建设，大力拓展了五金渠道，目前公司的渠道体系整体已经比
较完备，从线上到线下、从一二线核心城市到乡镇，公司产品都能够比较顺畅、便捷地触达
消费者。但公司电商渠道的销售规模占比还比较低，五金渠道开拓相对较晚，这两方面的相
关工作还需要加强。报告期内，五金渠道及电工产品经销商开拓保持了较快的节奏，使五金、
电工产品渠道在公司整体渠道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并在销售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
五金渠道销售收入实现了16.3%的增长。
受疫情影响，公司调整了专卖店建设节奏，除五金渠道终端保持渠道扩张战略外，商用
及家居销售终端以优化为主，新增为辅。推出全新商用专业店，并在全国各大一线城市进行
建设推广，提升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为项目选型和专业用户交流提供了专业化的洽谈空间。
（4）充分发挥工程项目专业优势，注重重点行业发展机遇挖掘
公司作为专业照明领域的领先品牌，在众多行业中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与项目经验。
公司充分挖掘这些资源与经验，形成更有行业特点与行业针对性的专业照明方案，并相应地
对重点行业的产品进行梳理与规划，根据“基础+专供+专业”的产品组合策略，对产品进行
优化升级，精准定位，且推出多项专供渠道和专业细分的产品系列，同时加强定制产品的支
持力度和服务效率。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公司在地产精装房、高端酒店、工业照明、智能照明等领域保持增
长，同时在轨道交通、教育照明、医疗等重点拓展领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不断取得新的
突破。
（5）稳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完成募集资金投入合计约6.28亿元，完成募集资金投入计
划的49.66%，其中跨境电商海外市场拓展项目和O2O电商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
完成，实体营销网络下沉完善扩充项目建设完成募集资金投入计划的84.35%，研发中心扩建
升级项目完成56.80%，LED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完成31.86%，LED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完成28.33%。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0年3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产能增
长情况、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经济及行业市场发展状况，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
投资进度，公司将募投项目LED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0年03
月12日调整至2021年06月30日，将LED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年03月12日调整至2021年12月31日。截至报告期末，“LED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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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现了部分效益，项目仍在建设中。
为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以获得更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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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
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有关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
入准则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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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A、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按
原收入准则）

重分类

预收款项

24,613,255.54

-24,613,255.54

合同负债

24,613,255.54

2020年1月1日的账面价值（按
新收入准则）

24,613,255.54

B、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按
原收入准则）

重分类

预收款项

6,869,698.12

-6,869,6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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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6,869,698.12

6,869,698.12

②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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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宇涛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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