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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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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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潜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52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晓莹

翁懿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深圳
湾 1 号广场南区 T7 第 16 层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深圳
湾 1 号广场南区 T7 第 16 层

电话

0755-83571281

0755-83571281

电子信箱

zqgf888@163.com

zqgf6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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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06,025.55

233,186,070.65

-5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7,161.99

11,944,181.51

-9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0,889,171.14

11,723,401.53

-44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036,845.36

27,608,721.00

269.58%

0.0024

0.0697

-96.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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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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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4

0.0697

-9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2.13%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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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757,720.28

1,060,742,787.79

-1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6,153,416.05

572,026,434.40

-1.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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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深圳市爵盟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81%

54,291,700

0

爵盟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46%

41,750,000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9.38%

16,000,000

0

其他

2.05%

3,491,635

0

惠州市祥福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2,266,518

0

叶芳

境内自然人

1.13%

1,931,800

0

北京泽盈投资
有限公司-顺势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0%

1,537,626

0

北京贰零壹贰
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1,436,500

0

吴蕙琳

境内自然人

0.77%

1,306,650

0

黄芬

境内自然人

0.75%

1,286,100

0

北京泽盈投资
有限公司-顺势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

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顺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顺势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000,000 股。公司股东北京泽盈投
资有限公司-顺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91,635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91,635 股。公司股东惠州市祥福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5,098 股，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41,42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2,266,518 股。公司股东叶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31,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31,800 股。公司股东北京泽盈投资有限公司-顺势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37,626 股，实际合计持 1,537,626 股。公司股东北京贰零壹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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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436,500 股，实际合计持 1,436,500 股。公司股东吴蕙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6,65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306,650 股。公司股东黄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86,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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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公司国内的生产和国外的销售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国内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子公司
深圳中潜，因其为休闲服务行业，又属于大型聚众场所，受疫情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已出售深圳中潜100%股权，并完
成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国外业务方面，由于潜水运动、涉水休闲活动在欧美起步较早且受欢迎，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已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故公司装备制造业务对海外的依存度一直较高。海外疫情的蔓延，对公司装备制造业务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0.60万元，同比下降5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2万元，同比下降95.84%，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回顾如下：
一、积极应对不利环境，调整业务结构
努力应对疫情对公司业务产生的影响，做好各项应对和防护措施，积极复工复产。同时继续加大品牌产品在海内外市场
的推广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第一百二十七期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强了公司品牌在终端客户群体中的影响力，进
一步巩固了自有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地位。
为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上海招信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深圳中潜的100%股权，加大向公司核心业务板
块投入，努力提升经营效率。
二、智能化与信息化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蔚蓝体育进一步推进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目前“滤镜自动化点胶系统”
、
“自动化贴膜”和“防
雾车间生产线”试点改造项目正在逐步完善中，公司智能化制造体系的构建也仍在规划探讨中。
三、新业务探索与尝试
基于对现有业务、当前全球贸易形势以及产业趋势的梳理与分析，公司将继续推进既定战略转型，积极响应国家在集成
电路和半导体领域自主、可控的号召，以自主建设或产业并购等方式发展符合自主、可控宗旨的存储芯片及存储控制芯片产
业，并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收购合肥大唐存储科技有限公司84.116%的股
权，积极探索尝试转型。
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签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1944004629，发证日期：2019年12月12日）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本次认定是公司原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所进行的重新认定，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比例计缴。2020年1月至6月公司暂按15%的优惠税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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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缴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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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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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收入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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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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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将孙公司环亚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洋越控股有限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公司已出售子公司深圳市中潜潜水运动有限公司，并于2020年5月份丧失控制权，本报告期内只合并其1-5月份利润表，后续
不再将其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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