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家科创板公司透露中报业绩

近半预减或亏损

本报记者 杨洁

截至7月13日晚，12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41家发布了2020年中报业绩预告。 此外，乐鑫科技发布了2020年中报业绩快报。 42家透露2020年中报概况的公司中，20家公司业绩预减或亏损，15家公司业绩预喜，7家公司为不确定。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大部分公司业绩下滑的重要外因，不少公司已针对疫情影响做出相应业务调整举措，但并未下调研发投入甚至一定程度增加研发，为未来蓄势。

多家公司受疫情拖累

Wind统计显示，截至7月13日晚，2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预估上半年业绩亏损或下滑，9家企业预计业绩下滑幅度在50%以上，多家公司表示主营业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较大干扰。

南微医学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微创医疗器械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企业，是我国内镜诊疗器械行业的重要生产商。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医院内镜门诊和治疗人数同比下降，公司生产订单、产品出货量均有一定幅度下滑。 7月13日晚，南微医学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11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895.86万元左右，同比下降25.94%左右；预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1.03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0.43%左右。

光峰科技主营业务为激光显示核心器件与整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通过对外租赁光源的形式提供激光电影放映服务。 7月12日晚，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130.47万元至1695.7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962.26万元至5527.49万元，同比下降74.53%至83.02%；预计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亏损3327.07万元至亏损2761.8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166.38%至179.97%。

光峰科技公告称，受疫情影响，自1月24日起，全国所有电影院宣布停业，截至目前影院仍处于关门状态，海外院线也相继关闭，并推迟复工计划，直接影响公司影院光源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入及影院光源海外销售。 在影院租赁业务停摆情况下，公司仍需持续承担相关折旧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时，疫情下全国中小学推迟开学和校外培训机构经营困难，影响教育行业等业务市场拓展进度。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轨道交通行业。 天宜上佳是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供应商，公司7月12日晚公告称，预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3854.8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15亿元，同比下降74.86%左右；预计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200.1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72.73%左右。

主营业务下滑是天宜上佳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公告称，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5.24%。 天宜上佳表示，铁路客运服务受到疫情巨大冲击。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18亿人次，同比下降53.9%，全路列车平均运用效率仅有45.76%，公司客户需求量下降。 同时，公司及公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延迟，受此影响，公司与客户已签定合同的执行进度也大幅放缓。 目前，公司已签订合同完成比例仅为17.6%。

积极调整业务 保证研发投入

不少公司在遭遇疫情挑战同时，做出积极调整举措。 新光光电是国内军用光学仿真领域的领军者，其产品主要用于军队和军工集团科研院所进行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和测试工作。 7月10日晚公司业绩预告显示，上半年因受疫情的影响，相关企业延期复工复产，下游客户采购任务延后，公司产品无法交付及验收，导致上半年收入减少。 但公司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民用市场人体智能体温筛查设备的研发，并迅速形成产品推向市场形成收入。

公司产品结构因此发生变化，2019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6145.16万元，军品收入占95.95%，民品收入为0，其他收入占4.05%；2020年上半年，预计营业收入为3400万元，军品收入约占16%，民品收入约占78%，其他收入约占6%。

新光光电表示，本着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原则，民用产品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给红十字会、各政府机关及学校，收入和利润相应较少。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420万元至亏损500万元，同比下降181.61%至197.16%。

光峰科技也在公告中表示，公司虽然影院业务受到影响，但在上半年业务拓展上积极抓住“宅经济”需求和智能微投行业的快速增长机遇，实现了To C业务同比增长。

南微医学在今年6月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介绍，考虑到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对国内经销商考核指标做了调减，公司希望到5、6月份能够基本恢复去年同期水平。 但公司对研发方面没有缩减（预算），公司认为市场总体向好的趋势是不会改变。 公司也没有缩减在人才引进、注册准入、智能制造和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乐鑫科技也逆势加强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速度。 2020年上半年，乐鑫科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长50%，研发费用同比增长80.48%。 公司发布了与百度联名AIoT语音模组及开发板，计划三季度发布新AIoT 芯片ESP32-S系列中的第二款芯片ESP32-S3，性能会更优于目前的旗舰芯片ESP32。

乐鑫科技7月7日宣布平台ESP RainMaker已实现第三方集成，能够支持亚马逊、谷歌等语音服务，国元证券点评称，乐鑫科技是Wi-Fi通信芯片行业龙头，在物联网领域占据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 在AIOT人机交互应用领域，AI语音是主流连接入口公司在Wi-Fi芯片、AI语音芯片等方面提前卡位，有望畅享二者带来的时代发展红利。

乐鑫科技业绩快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3亿元，同比下降9.3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6.15%，二季度同比下降3.56%，二季度改善明显；实现归母净利润3477.84万元，同比下降45.35%。 公司表示，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宏观经济复苏，上下游企业都逐步恢复正常运营水平。

抗疫业务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疫情在客观上带动防疫物资需求，A股相关业务公司上半年业绩均取得明显增长，新冠抗体检测业务也受到需求提振，刺激相应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东方生物7月10日晚披露业绩预告称，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6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30亿元，同比增长1294.10%左右。

东方生物表示，上半年，公司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抗体检测试纸和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两款产品，积极参与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事业中，取得了较好的市场认可，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东方生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进展、海外市场行业政策、国家出口政策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加上新冠检测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未来销售是否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少公司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下半年经营情况有望恢复。 南微医学表示，随着国内情况的好转，国内内镜手术已在逐步放开，以华东地区为例，4、5月份销售水平正在较快恢复，预期销售情况将逐步转好。 海外销售情况尚有不确定性，美国销售受疫情影响从3月下旬起大幅下降，目前正在逐步回升；欧洲地区如德国估计4、5月销售影响大一些，之后将逐步恢复。

2020年上半年，国内外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能源车企普遍出现开工率降低、产销量下降的情况，动力锂电池市场需求因此出现明显下降。 容百科技表示，下游客户订单需求缩减，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000万元至6000万元，同比下降47.75%-65.17%。

对于容百科技的业绩预告，中金公司评论称，由于下游客户成本压力传导，以及公司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单位成本抬升，公司毛利率有所下滑，但中金公司看好下半年行业需求回暖以及公司业绩恢复成长。 中金公司认为，产业链在2020年下半年正在经历政策、优质供给、需求修复等多重利好因素共振，2020年全年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有望达到67.9GWh，同比增长57%。 容百科技业绩有望受益于行业拐点恢复成长。

泰丰智能：

为国产重型装备装上“国产芯”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日前，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泰丰智能” ）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

理。 招股书显示，公司致力于为我国高端智

能装备制造提供液压核心元件以及液压传

动与控制整体解决方案。 在我国液压件整体

处于落后地位的情况下，公司研发成功了超

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二通插装阀，填补

了国内空白， 性能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可以替代进口，为国产重型模锻液压设

备提供有力的基础元件保证，对国家重装用

上“国产芯” ，避免受到国外的封锁具有重

要意义。

解决超高压液压件“卡脖子”问题

招股书显示，公司已形成了以超高压大

流量二通插装阀设计技术、油路块孔系网络

布局设计技术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体系，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大程度上满

足了国内液压技术向高压、大流量、集成化

方向发展的要求。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公司自2000年成

立开始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二通插装阀；

2004年开始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电液集

成控制系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液压整体解

决方案；2006年开始生产和销售工业领域专

用液压缸；2010年开始研发、设计、制造和销

售高性能多路换向阀；2013年开始制造和销

售高压柱塞泵。 公司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产品不断丰富，产业链不断完善。

液压系统被称为“工业之母” 数控机床

的心脏，液压技术水平直接决定国家工业装

备及工程机械的技术水平。 而我国液压行业

起步晚，基础弱，长期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高端液压元件严重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成

为国家重大关键装备生产的瓶颈。 泰丰智能

通过技术沉淀、自主研发不断攻克二通插装

阀的研发、设计和制造技术，已将二通插装

阀的生产周期大幅缩短45日以内，为下游主

机生产厂商节约了采购周期，提高了我国装

备制造业的生产效能。

目前， 二通插装阀作为公司主要产品，

在国内细分市场产销规模居于优势地位。 招

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27946.57万元、30647.10万元和

31639.68万元； 二通插装阀收入分别为

17286.7万元、17183.66万元和14484.07万

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61.86%、56.07%和45.78%。

作为大重型锻压等设备的核心部件，超

高压大流量二通插装阀长期限制了我国大

型设备主机的生产，甚至成为国内重装装备

制造领域的瓶颈。 2015年国家“强基工程”

针对大重型模锻压机等主机装备发展的需

要，提出了超高压大流量二通插装阀设计技

术及产品的研发需求。 公司经过近3年的努

力， 于2018年相继完成了超高压大流量二

通插装压力阀、超高压大流量二通插装流量

阀产品的研发，是目前世界上仅有少数能够

研发与生产该压力流量下的二通插装阀的

企业。

目前， 该产品已应用于世界最大8万吨

模锻压机等国内多台重型模锻液压设备，为

国产重型模锻液压设备提供有力的基础元

件保证，对国家重装用上“国产芯” ，避免受

到国外的封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二重用户

报告显示，泰丰智能提供的产品各项技术指

标达到使用要求，可实现与国外进口产品互

换， 解决了8万吨模锻压机液压系统中超高

压液压元件的“卡脖子” 问题，满足了我国

大型飞机、航天航空、国防军工及民用行业

对大型模锻件的需求。

复星、深创投齐聚豪华股东榜

招股书显示，此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668.75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223万股，且公开发行股票的总量占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 公司控股股

东为王振华，实际控制人为王振华及其夫人

蒋东丽和儿子王然，合计控制公司59.34%的

股份。2016年，公司曾于新三板挂牌，一年多

后终止挂牌。

虽然公司规模不大，但却早早吸引到复

星、深创投等知名机构投资。 从持股情况看，

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4.95%股权，深圳市

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58%股

权，深创投持股30.08%的济南创投直接持有

公司4.23%的股份， 济南创投由深创投全资

子公司烟台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

托管理。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高性能液压

元件及电液集成控制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液

压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等三个项目。

公司表示，高性能液压元件及电液集成

控制系统等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近三年公司的订单量显著增加，2017年至

2019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6.15%，目前

已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利用率已接近

或超过100%， 公司现有产能已成为目前制

约公司发展的主要瓶颈。 液压技改募投项目

的实施，将有助于缓解公司产能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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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洁

芯海科技：

一季度业绩增长具偶发性

□

本报记者 刘杨

日前，上交所官网披露的公告显示，芯海科技将于7月

17日科创板首发上会。芯海科技在回复第二轮问询时表示，

一季度业绩增长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 具有一定

偶发性；同时，公司称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

芯海科技本次拟募集资金5.45亿元，分别用于高性能

32位系列MCU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压力触控芯片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智慧健康SoC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不存在集中销售情况

在二轮问询中， 上交所重点就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

层分析、公司业务、股权结构及其他事项四大方面，共计

13个问题进行了问询。 在财务会计信息方面，上交所要

求公司结合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产品构成、 下游客户应

用领域等方面的差异情况， 进一步说明公司四季度收入

占比高于同业的原因等。

对此，芯海科技表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入规模

较大，产品种类较多且应用领域较广，其下游客户应用领

域不仅包括消费电子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

电子、医疗器械等销售季节性较为不明显的终端领域，因

此可比上市公司的第四季度销售占比未见显著偏高的情

形。 而公司当前产品用途较为集中，除工业测量芯片外，

主要均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占比达90%以上，产品结构

和下游终端应用领域与可比上市公司差异较大， 因此销

售季节性特征较同行业可比公司明显。

受第四季度“双十一” 购物节、圣诞节和次年元旦、

春节等促销活动较多， 以及下游客户为春节后复工不确

定因素需提前进行备货的影响， 公司第四季度销售占比

较高，具有合理性。

关于是否存在12月份集中销售的情况，是否利用该

类经销商于期末突击确认收入， 芯海科技表示， 报告期

内，公司向乐得瑞、兴格睿各月度销售不存在异常情况，

第四季度各月份收入占比较高，与下游市场需求有关，与

公司收入季节性及业务模式相符， 具备商业合理性及真

实的交易背景， 不存在利用该类经销商于期末突击确认

收入的情形。

业绩高增长或不可持续

7月8日，芯海科技回复了科创板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芯

海科技称，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5629.27万元，同比增

长95.66%，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拉动红外额温枪等防

疫物资需求的影响， 公司的红外测温芯片及模组产品销

量增长较快，具有一定偶发性，可能无法长期持续。

剔除红外相关芯片产品后，公司的营业收入为2191.25

万元，同比下降23.84%，部分传统芯片产品销量有所下滑。

其中， 公司一季度压力触控芯片以及智慧家居感知芯片销

售收入分别同比下滑93.86%、64.83%， 主要原因是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压力触控芯片下游主要手机厂商产品发布

及量产时间推迟， 智慧家居感知芯片下游终端应用如智能

照明、中央空调、冰箱等家电设备出货量减少较多。

在成本与存货方面，根据问询回复，公司不同种类芯

片成本中直接材料金额在芯片销量增长的情况下不增反

降，主要是由于部分芯片所需晶圆的采购价格下降，但招

股说明书披露，2017年至2019年晶圆的采购单价持续上

升。 2020年一季度末存货金额为7801.00万元，较2019年

末增长38.0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终端手机厂商出货

量下滑导致公司压力触控芯片相关存货有所增加。

对此， 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报告期内不同芯片所需

晶圆采购价格的变化情况，量化分析直接材料成本金额在

芯片销量增长的情况下不增反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晶圆采购价格持续上升相矛盾。芯海

科技表示，公司芯片的直接材料成本与不同型号芯片的销

售结构占比、芯片颗粒的单位采购成本和流片补贴有关。

公司主要有五大类芯片产品，包括智慧健康芯片、压

力触控芯片、智慧家居感知芯片、工业测量芯片和通用微

控制器芯片等，产品类别较多；公司不同产品有多种不同

型号芯片， 各型号芯片所需对应型号晶圆的生产工艺和

布图类型不尽相同， 因此公司不同型号芯片的直接材料

成本（主要为晶圆）的差异较大。当公司芯片产品的销售

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时， 会导致销售成本中直接材料成本

的金额和占比发生变化。

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根据问询回复，2015年3月31日，公司以2700万元投

资芯感互联，持股比例为30%。 2017年9月30日，由于芯

感互联净资产未达1亿元， 卢国建以3000万元的价格回

购公司持有的芯感互联股份。 对此，上交所要求说明，上

述投资、 回购事项是否构成卢国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芯海科技表示，芯感互联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以

及销售自助售餐机，可将智能硬件、网络订餐和O2O充

分结合，提供多种移动端的网络订餐服务，该行业在饿了

么、 美团等互联网送餐服务公司占领国内市场之前具有

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2015年，公司认为芯感互联及其

所处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因此于2015年3月31日

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对芯感互联进行参股投资。

2015年3月， 双方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公司以2700

万元对芯感互联进行增资，并持有其30%的权益。2015年

9月30日，因芯感互联还处在产品试制阶段，没有获取营

业收入，为了确保公司的此项投资权益不受损失，公司与

芯感互联以及卢国建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了投资补充

协议， 投资补充协议约定若截至2017年9月30日芯感互

联净资产不能达到人民币1亿元，公司对其拥有的权益不

能达到3000万元，差额由芯感互联以及卢国建给予补偿。

因饿了么、 美团等互联网送餐服务公司占领了国内

市场，自助售餐机行业受到较大冲击，芯感互联持续发生

亏损，经营未达预期，其净资产也未能达到约定的水平。

因此， 按照投资补充协议的约定， 卢国建履行了相关承

诺，对公司进行补偿。 2018年1月，经各方协商约定，卢国

建以3000万元对公司持有的芯感互联权益进行回购，履

行投资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

公司表示， 该项投资最初是公司基于看好芯感互联

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商业行为， 该投资已经于2015年3月

26日经过执行董事决议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审批，且投资

作价公允，并非实际控制人的资金占用行为。财务数据显

示，2015年至2019年， 芯感互联的净损益为-4569.20万

元，高于发行人对其的增资款2700万元，相关款项并未

被实际控制人占用。

多家公司受疫情拖累

Wind统计显示， 截至7月13日晚，20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预估上半年业绩亏损

或下滑，9家企业预计业绩下滑幅度在

50%以上，多家公司表示主营业务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的较大干扰。

南微医学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微创

医疗器械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企业，是我

国内镜诊疗器械行业的重要生产商。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医院内镜

门诊和治疗人数同比下降， 公司生产订

单、产品出货量均有一定幅度下滑。 7月13

日晚，南微医学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0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11亿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3895.86万元左

右，同比下降25.94%左右；预计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1.03亿元左右，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0.43%左右。

光峰科技主营业务为激光显示核心

器件与整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通过

对外租赁光源的形式提供激光电影放映

服务。 7月12日晚，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预

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130.47

万元至1695.7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4962.26万元至5527.49万元， 同比下降

74.53%至83.02%； 预计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为亏损3327.07万元至亏损2761.84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166.38%至

179.97%。

光峰科技公告称，受疫情影响，自1月

24日起，全国所有电影院宣布停业，截至

目前影院仍处于关门状态，海外院线也相

继关闭，并推迟复工计划，直接影响公司

影院光源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入及影院光

源海外销售。 在影院租赁业务停摆情况

下，公司仍需持续承担相关折旧费用和财

务费用；同时，疫情下全国中小学推迟开

学和校外培训机构经营困难，影响教育行

业等业务市场拓展进度。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轨道交通

行业。 天宜上佳是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

用粉末冶金闸片供应商， 公司7月12日晚

公告称，预计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

润3854.8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1.15亿元，同比下降74.86%左右；预计实

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200.18万元， 与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72.73%左右。

主营业务下滑是天宜上佳净利润下

滑的主要原因。 公告称，公司预计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42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55.24%。 天宜上佳表示，铁路客运服

务受到疫情巨大冲击。 上半年，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8.18亿人次，同比下降53.9%，全

路列车平均运用效率仅有45.76%，公司客

户需求量下降。 同时，公司及公司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延迟， 受此影响，公

司与客户已签订合同的执行进度也大幅

放缓。 目前，公司已签订合同完成比例仅

为17.6%。

积极调整业务 保证研发投入

不少公司在遭遇疫情挑战同时，做出

积极调整举措。 新光光电是国内军用光学

仿真领域的领军者，其产品主要用于军队

和军工集团科研院所进行导弹武器系统

的研制和测试工作。 7月10日晚公司业绩

预告显示，上半年因受疫情的影响，相关

企业延期复工复产，下游客户采购任务延

后，公司产品无法交付及验收，导致上半

年收入减少。 但公司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民

用市场人体智能体温筛查设备的研发，并

迅速形成产品推向市场形成收入。

公司产品结构因此发生变化，2019年

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6145.16万元，军品

收入占95.95%，民品收入为0，其他收入占

4.05%；2020年上半年， 预计营业收入为

3400万元，军品收入约占16%，民品收入

约占78%，其他收入约占6%。

新光光电表示，本着服务社会、回馈

社会的原则，民用产品以相对较低的价格

销售给红十字会、 各政府机关及学校，收

入和利润相应较少。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亏损420万元至亏损500万元，

同比下降181.61%至197.16%。

光峰科技也在公告中表示，公司虽然

影院业务受到影响，但在上半年业务拓展

上积极抓住“宅经济” 需求和智能微投行

业的快速增长机遇， 实现了To� C业务同

比增长。

南微医学在今年6月发布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中介绍，考虑到疫情影响的实

际情况， 对国内经销商考核指标做了调

减， 公司希望到5月、6月份能够基本恢复

去年同期水平。 但公司对研发方面没有缩

减（预算），公司认为市场总体向好的趋

势是不会改变。 公司也没有缩减在人才引

进、注册准入、智能制造和信息化建设的

投入。

乐鑫科技也逆势加强研发投入，加快

产品迭代速度。 2020年上半年，乐鑫科研

发人员数量同比增长50%，研发费用同比

增长80.48%。 公司发布了与百度联名

AIoT语音模组及开发板， 计划三季度发

布新AIoT� 芯片ESP32-S系列中的第二

款芯片ESP32-S3， 性能会更优于目前的

旗舰芯片ESP32。

乐鑫科技 7 月 7 日宣布 平台 ESP�

RainMaker已实现第三方集成，能够支持

亚马逊、谷歌等语音服务，国元证券点评

称， 乐鑫科技是Wi-Fi通信芯片行业龙

头，在物联网领域占据全球第一的市场份

额。在AIOT人机交互应用领域，AI语音是

主流连接入口公司在Wi-Fi芯片、AI语音

芯片等方面提前卡位，有望畅享二者带来

的时代发展红利。

乐鑫科技业绩快报显示， 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2.93亿元， 同比下降

9.3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6.15%，二季

度同比下降3.56%，二季度改善明显；实现

归母净利润 3477.84万元， 同比下降

45.35%。 公司表示，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

减弱，宏观经济复苏，上下游企业都逐步

恢复正常运营水平。

疫情影响不一

疫情在客观上带动防疫物资需求，A

股相关业务公司上半年业绩均取得明显

增长， 新冠抗体检测业务也受到需求提

振，刺激相应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东方生物7月10日晚披露业绩预告

称，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63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30亿元， 同比增

长1294.10%左右。

东方生物表示，上半年，公司开发

的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抗体检测试

纸和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核酸检

测试剂盒（荧光PCR法）两款产品，积

极参与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防控事业中， 取得了较好的市场认

可，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

了重要影响。

但东方生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

进展、海外市场行业政策、国家出口政策

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加上新冠检测产品市

场竞争加剧，未来销售是否继续保持大幅

度增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少公司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下半年经营情况有望恢复。 南微

医学表示，随着国内情况的好转，国内内

镜手术已在逐步放开，以华东地区为例，4

月、5月份销售水平正在较快恢复，预期销

售情况将逐步转好。 海外销售情况尚有不

确定性， 美国销售受疫情影响从3月下旬

起大幅下降，目前正在逐步回升；欧洲地

区如德国估计4月、5月销售影响大一些，

之后将逐步恢复。

2020年上半年，国内外市场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新能源车企普遍出现开工

率降低、产销量下降的情况，动力锂电池

市场需求因此出现明显下降。 容百科技表

示，下游客户订单需求缩减，预计上半年

实现归母净利润4000万元至6000万元，

同比下降47.75%-65.17%。

对于容百科技的业绩预告，中金公司

评论称， 由于下游客户成本压力传导，以

及公司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单位成本抬

升，公司毛利率有所下滑，但中金公司看

好下半年行业需求回暖以及公司业绩恢

复成长。 中金公司认为，产业链在2020年

下半年正在经历政策、优质供给、需求修

复等多重利好因素共振，2020年全年中国

动力电池装机量有望达到67.9GWh，同比

增长57%。 容百科技业绩有望受益于行业

拐点恢复成长。

’

制图/王力

‘

截至7月13日晚，12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41家发布了

2020年中报业绩预告。 此外，乐鑫科技发布了2020年中报业绩

快报。 42家透露2020年中报概况的公司中，20家公司业绩预减

或亏损，15家公司业绩预喜，7家公司为不确定。 2020年突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大部分公司业绩下滑的重要外因， 不少公司已

针对疫情影响做出相应业务调整举措， 但并未下调研发投入甚

至一定程度增加研发，为未来蓄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