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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4                         证券简称：中光防雷                         公告编号：定-2020-005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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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学刚 独立董事 出差 金智 

魏军锋 董事 出差 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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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光防雷 股票代码 3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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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辉 廖术鉴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天宇路 19 号 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天宇路 19 号 

电话 028-66755418 028-66755418 

电子信箱 IR@zhongguang.com IR@zhongg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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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408,932.03 188,449,572.33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44,629.56 23,926,114.34 2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865,048.64 22,360,922.33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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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26,233.55 -4,818,011.23 -42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2 0.1077 -14.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2 0.1077 -1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2.8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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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657,110.85 1,011,930,588.45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7,129,456.30 881,778,874.48 1.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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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中光高技术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04% 133,276,450    

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7% 41,786,551  质押 33,315,600 

王雪颖 境内自然人 7.68% 24,952,141 18,714,106   

张庚娣 境内自然人 0.79% 2,570,670    

金涛 境内自然人 0.76% 2,459,17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5% 2,120,540    

何亨文 境内自然人 0.55% 1,778,735 1,018,456   

周玉坤 境内自然人 0.36% 1,154,600    

梁大钟 境内自然人 0.27% 880,090    

史淑红 境内自然人 0.27% 871,372 448,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雪颖。王雪颖通过股东四川中光高技术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630.13 万股，王雪颖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52,141 股，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2%。未知其余的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庚娣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570,670 股，合计持有 2,570,670 股。公司股东金涛通过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9,171 股，合计持有 2,459,171

股。公司股东周玉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00 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50,000 股，合计持有

1,154,600 股。公司股东梁大钟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880,090 股，合计持有 88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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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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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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消费和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影响范围广泛波及全球所有地

区和众多行业，公司积极应对市场，有效降低运营风险，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

营活动。由于公司的上游企业都在国内，无境外供应商，此次疫情未对公司的供应链造成太大影响；疫情导致各行各业，特

别是物流运输行业，客观上影响到了公司的部分订单的顺利交付，且物流运输成本大幅增加。目前公司与各大客户保持正常

合作，向客户所属的中国境内的企业供货基本正常，国外个别地区的供货待恢复中。 

     公司管理层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努力执行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240.89万元，同比增长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94.4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15%。报告期内，通信行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43%，建筑行业收入同比增长102.24%，新能源收入同比增长14.98%；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在

铁路与轨道交通营业收入3493.74万元，同比下降13.25%；航天国防营业收入461.86万元，同比下降45.79%。 

公司在非防雷的通信类产品领域进行了市场拓展 ，磁性元器件实现营收2144.03万元，同比增长646.09%，成为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点。 

公司积极拓展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既为公司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培育了新的

利润增长点。 

在未来三年内，公司管理层通过自身业务拓展与并购合作布局，努力拓展电力、新能源、石油化工行业防雷市场，改变

公司业绩依赖通信行业的局势，实现业绩来源于“5G通信+高铁+新能源+航天国防”四轮驱动格局，努力成为雷电防护产品全

球领先、非雷电防护产品国内前列的专业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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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

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 

2.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

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

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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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公司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四川中光一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2020年4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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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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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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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