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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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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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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0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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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天翊 余敏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电话 0757-26336931 0757-26336931

电子信箱 jy@jingyimetal.com jy@jingyime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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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6,020,051.86 2,806,209,483.42 -2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04,035.73 44,989,593.38 -7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20,293.47 33,052,589.52 -7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325,158.67 91,232,246.01 -2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8 -7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8 -7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3.8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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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755,126.94 2,036,516,467.47 3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8,714,009.00 1,189,706,917.9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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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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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三建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75,184,700 质押 75,184,700

北京宏远创佳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8% 36,800,000 质押 36,800,000

张营 境内自然人 4.52% 11,318,500

刘勇华 境内自然人 1.11% 2,779,333

芜湖长元股权投

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2,683,939

苏州荣翔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2,157,590

广东贵裕宝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2,066,909

马洪顺 境外自然人 0.80% 2,010,083

朱焯荣 境内自然人 0.73% 1,826,202

徐翔 境内自然人 0.60% 1,51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刘勇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57,997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21,336股。 股东徐翔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1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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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我国铜加工产业

积极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保持了行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铜管制造行业下游

主要为空调制冷行业，空调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下游客户对

高性能、高精度、低能耗产品需求扩大，加之铜价波动风险和流动需求压力，国内铜

加工行业新增产能过多等因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使我国铜加工产业面临产能过

剩、恶性竞争的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世界经济下行迅猛，消费需求大幅下滑，电解铜价格波动

剧烈，加上新能效标准出台的双重压力下，铜管行业生产订单减少。 报告期初我国空

调新增需求及空调产量同比均呈下降趋势，铜管行业生产运营情况不如去年同期。

2、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造成

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下降。 面对疫情，公司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随着疫情逐步得

到控制，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趋于正常，未出现对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积极推动品质改革，试运行新的质量考核标准，严格工艺

纪律执行，严把产品出厂关，保障产品品质。 公司积极调整客户结构，加大风险把控

力度，稳健开拓新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236,020,051.86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20.32%， 营业利润为11,114,726.48元， 同比下降80.32%， 实现净利润11,304,

035.73元，同比下降了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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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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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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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

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识别合同

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

收入；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

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

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 公司需对原采用的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将于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并将依

据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16

号”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按照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

务报表。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的通知》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

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等行项目，在

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

“其中：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行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付

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

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

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

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在原合

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

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

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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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精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精艺 （上海） 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自2020年4月、2020年6月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卫国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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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园城黄金 6007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牟赛英 逄丽媛

电话 0535-6636299 0535-6636299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

电子信箱 yuanyuan82827@126.com yuanyuan82827@126.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5,313,567.82 151,966,772.41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779,171.70 61,266,418.78 -0.8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0,749.20 -3,579,942.34 -3.37

营业收入 7,222,785.78 3,088,134.54 13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247.08 240,970.31 -30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247.08 -946,936.61 4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0.47 减少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1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11 -300.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9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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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徐诚东 境内自然人 28.83 64,640,000 0 质押 15,586,100

杜永斌 未知 2.48 5,570,000 0 未知

辛玲 未知 2.21 4,947,700 0 未知

上海梁地置业有限公司 未知 1.04 2,332,398 0 未知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00 2,237,300 0 未知

徐纪学 未知 0.67 1,495,280 0 未知

吴卫红 未知 0.58 1,300,000 0 未知

俞雄华 未知 0.46 1,030,000 0 未知

董捷 未知 0.45 1,010,000 0 未知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1,000,000 0 冻结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公司大股东徐诚东先生与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除此之外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各部门针对公司目前

的相关业务进行梳理、分析，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另外，公司积极探索新业绩增长点，2020年3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泉州建设持有

的津彤源34%股权、 购买曹建山持有的润祥锦华100%股权及张胜利持有的能昭环

保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标的公

司“津彤源” 100%股权。

标的公司所在的市场主要在天津地区， 是一家从事危废处置及利用的环保企

业，主营业务为通过烘干、焚烧 等工艺对危险废物进行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并在处

置危险废物的同时生产陶粒产品。 标的公司通过向产废企业收费、收集其危险废物，

依托现有生产线处置危 险废物，在对危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同时生产陶粒产品，并

对外销售。后因疫情影响及标的公司“津彤源” 2020年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等原因，

经公司综合考虑，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于2020年7月25日发布了相关

的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期间的进展情况，及后期的终止工作

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回答了投资者的相关问题。 未来公司会在原有的金矿托管业

务及其它业务的基础上，不排除将根据实际情况拓展新的业务，增强未来公司的盈

利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徐成义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5日

公司代码：

600766

公司简称：园城黄金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7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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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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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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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远 陆海栋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号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号

电话 0571-81601076 0571-81601076

电子信箱 zq@greatstartools.com zq@greatstar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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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644,777.58 3,038,745,464.10 2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1,716,133.48 444,136,473.51 4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17,505,545.81 395,483,376.77 5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3,515,954.75 130,298,880.26 -47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35 0.4155 4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35 0.4155 4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 6.4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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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037,440.10 11,132,498,783.42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15,968,104.49 7,430,589,865.25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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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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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99% 483,739,864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5.66% 60,884,300 45,663,225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0% 22,557,1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18,445,740 0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1.60% 17,150,960 12,863,220

安徽国元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6% 9,264,666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0.84% 8,994,6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0.60% 6,484,549 0

永 利 投 资 咨 询

（广州） 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4,915,823 0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9% 4,147,7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王玲玲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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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突发事件频现，尤其新冠疫情的突

然爆发，给全球经济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疫情，公司在积

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率先复产复工，有效保证订单的及时交付。在夯实工

具五金主业的增长基础上，积极推动防护用品业务的发展，最终取得了业绩的快速

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164.48万元，同比增长25.7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171.61万元，同比实现了42.23%的增长。各业务板块完成情况

如下：

1、手工具

报告期内，尽管新冠疫情的爆发给行业发展带来冲击，公司仍凭借国际工具行

业的龙头地位，充分发挥公司创新、品牌、渠道和国际化四大优势，实现手工具业务

销售收入313,355.56万元，同比增长33.14%。

报告期内，美国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公司抓住竞争对手受制于疫情无法全面恢

复生产经营的机遇，在5、6月份大幅度提高产能和供货能力，取得市场份额的提升。

针对疫情期间欧美地区人们出行次数减少、电商渠道增长的特点，公司加大跨

境电商业务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优势和品类齐全优势，依托公司在北

美地区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将更多的自有品牌产品推向线上，以更好满足客户需

求，跨境电商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海外客户提出的防护用品需求，于3月

启动防护用品项目， 体现了公司在非手工具业务的发展能力和公司的渠道优势，也

对冲了疫情给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同时为满足客户长期订单需求，

公司新投入三条口罩生产线，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2、激光测量仪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激光测量业务持续发展，取得了重要客户订单，继续实现销售收

入的增长。 公司激光雷达业务渠道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控股子公司欧镭激光取得

了美国某公司的重要订单，并与意大利Datalogic� S.r.l合作，将激光雷达产品共同推

向欧洲市场，公司激光雷达产品已取得客户的一致认可。

3、工业存储箱柜

报告期内，虽然欧洲LISTA公司受到疫情影响较大，收入大幅度下滑，但是公司

依靠整体协作能力，成功取得了美国主流商超客户的新订单，保证了工业箱柜业务

整体稳定；并且为未来持续稳定增长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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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1、 合并财务报表： 预收款项调减56,674,240.40元， 合同负债调增56,674,

240.40元。

2、 母公司财务报表： 预收款项调减34,610,450.57元， 合同负债调增34,610,

450.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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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注销清算子公司浙江巨星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2、公司在泰国新设子公司Newland� XDD(Thailand)� Co� .,Ltd。

3、 公司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苏州市新大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 XDD� PRODUCTS (USA),LLC、NEWLAND.LLC、TGH (CAMBODIA)

INDUSTRIAL� CO.,LTD、苏州钮蓝得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3

债券代码：

128115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8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

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35号公司九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

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议，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8月27日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4

债券代码：

128115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8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

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35号公司九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

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

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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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南水务 6011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立人 陈敏新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30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324,733,837.29 4,856,293,798.16 4,856,293,798.16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24,643,039.20 2,909,508,004.13 2,909,508,004.13 0.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3,656,850.13 230,047,071.29 230,047,071.29 -24.51

营业收入 395,250,354.41 456,681,295.10 456,681,295.10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1,536,690.03 113,985,635.11 113,985,635.11 -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718,029.07 109,715,750.08 109,715,750.08 -25.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10 4.08 4.08 减少0.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0.12 -16.6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7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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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19 329,082,580 0 无 0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家 23.18 216,795,172 0 无 0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5 48,150,952 0 质押 18,000,000

李卫萍 境内自然人 1.01 9,488,659 0 无 0

江阴市新国联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4,720,000 0 无 0

袁家倬 境内自然人 0.35 3,283,843 0 无 0

傅立为 境内自然人 0.26 2,462,400 0 无 0

熊国强 境内自然人 0.26 2,439,600 0 无 0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2,380,000 0 无 0

陈锡球 境内自然人 0.24 2,199,29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江阴市新国联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

业有限公司为上述二名股东的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四名股东外，公司与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在宏观经济进一步承压、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公司按照发展战

略，以年度既定的目标任务要求全力促发展，聚团结之力，行务实之举，强化内部管

理，促进各项业务协调发展。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供水量为11,951.05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45.97%，较

上年同期12,713.05万立方米下降了5.99％；完成售水量10,782.92万立方米，完成全

年计划的46.88%，较上年同期11,417.38万立方米下降了5.56％；平均日供水量65.67

万立方米；产销差率9.77%；水质综合合格率为100%。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污水处理量为310.62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331.87万立方米

同期减少了6.4%；完成结算量为346.19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342.15万立方米增加

1.18%。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432,473.38万元，同比下降10.95%；净资产292,464.30万

元，同比下降1.39%；营业收入395250.40万元，同比下降13.45%；净利润8,858.87万

元， 同比下降2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53.67万元， 同比下降

19.69%。

（二）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严控项目质量、进度和成本，保证项目的顺

利实施。具体进展情况如下：（1）全市农村供水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公司已对

全市12个镇 （街道）308个自然村共24762户进行农村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2020年，华士、祝塘、长泾、南闸及云亭五个镇（街道）33个自然村共3000户有改造

需求。 目前华士、祝塘、长泾三镇共2105户改造项目政府立项已完成,项目施工预算

已报公用事业局审批。 南闸涂镇村498户农网改造项目已经进场施工； 云亭佘城村

233户农网改造项目已完成设计及预算审计工作；南闸龙运村260户农网改造项目完

成设计方案确认工作。（2）江阴市澄南加压站及配套管线工程，已取得土地证，目前

办理规划许可等手续。 （3）江阴市澄西水厂深度处理工程，目前在施工图审阶段。

（4）江阴市肖山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已完成施工许可证办理，目前进行工程桩施工。

（三）拓宽融资渠道，筹措发展资金。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降低财务费用，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以自身

未来特定期间的供水收费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通过合格证券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2020年6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了《关于对德邦证券江南水务供水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

牌转让无异议的函》,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择机发行。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的短期融资券。 目前正在进行

申报中。

（四）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公司开展技术创新，积极推进各项科研项目，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

智慧水务研究院与哈工大合作的产学研项目 “城市水处理厂絮凝投药智能复合控

制系统研究” 已完成系统设计及设备采购，7月份开始安排现场设备安装；“钢管不

规则端面的切割坡口装置” 项目已通过验收；“次氯酸钠消毒对长江水源自来水水

质的影响” 、“炭砂滤池的应用研究”已通过初验。进一步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报

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蓄水池水位远程智能控制系统” 、“一种基于小口径球墨铸铁

管道的安装夹具” 、“一种基于螺纹管的异形角度切割器” 3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供水管网管理系统 [简称： 管网管理系统V1.0]” 、“雨水泵房I/O控制系统 [简称：

I/O控制系统 V1.0]” 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

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进行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144,869,682.89 -109,265,575.64 35,604,107.25

存货 33,772,352.91 -12,560,819.28 21,211,533.63

合同资产 — 121,826,394.92 121,826,394.92

预收款项 392,569,316.60 -307,942,486.75 84,626,829.85

合同负债 — 307,942,486.75 307,942,486.75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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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南水务”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

号）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

华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江南水务

2020年半年度报告》和《江南水务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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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

应》、《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建筑》的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第二

季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自来水业务

项目

平均水价

（元）

供水量（万立方米） 本年累计

2020年

4-6月

2019年

4-6月

同比变化（%） 供水量（万立方米） 同比变化（%）

6557.64 6705.42 -2.2 11951.05 -5.99

自来水 2.4

售水量（万立方米） 本年累计

2020年

4-6月

2019年

4-6月

同比变化（%） 售水量（万立方米） 同比变化（%）

5823.93 6011.52 -3.12 10782.92 -5.56

二、工程业务

项目

2020年4-6月 本年累计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金额（万

元）

新签项目数量（个）

新签合同金额（万

元）

同比增减

（%）

自来水相关业务工程 89 7907.19 113 14639.87 22.08

三、污水处理业务

项目

平均水价

（元）

处理量（万立方米） 本年累计

2020年

4-6月

2019年

4-6月

同比变化（%） 处理量（万立方米） 同比变化（%）

197.72 186.97 5.75 310.62 -6.40

污水处理 3.47

结算量（万立方米） 本年累计

2020年

4-6月

2019年

4-6月

同比变化（%） 结算量（万立方米） 同比变化（%）

211.49 198.15 6.73 346.19 1.18

上述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作参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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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南水务” ）第六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

号）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江南水务

2020年半年度报告》和《江南水务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审核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认为：

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

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公司建立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制定了保密措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因工作关系接触到报告信息的工作人员均遵守公司信息保密制度。在提

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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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