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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86                            证券简称：智动力                           公告编号：2020-094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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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动力 股票代码 30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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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吉鑫 鄢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

号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

号 

电话 0769-8989 0150 0769-8989 0150 

电子信箱 fjx@szcdl.com zhi.yan@szcd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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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118,638.19 852,425,318.75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54,363.37 77,148,665.99 -3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776,263.54 41,501,507.83 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473,402.99 10,612,617.77 1,08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81 0.3740 -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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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81 0.3740 -3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10.73%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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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259,151.65 1,792,784,442.88 1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5,171,429.53 757,005,078.20 6.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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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加维 境内自然人 23.42% 47,879,986 47,879,986   

陈奕纯 境内自然人 20.06% 41,006,355 41,006,355 质押 41,000,000 

吴加和 境内自然人 4.01% 8,204,757 8,204,757   

云南智轩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9% 3,052,960 3,052,960 质押 3,052,960 

陈晓明 境内自然人 2.82% 5,760,051 5,760,051   

方翠飞  境内自然人 1.51% 3,095,580 3,095,580   

吴雄驰 境内自然人 1.09% 2,230,763 2,230,76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4% 2,116,905 2,116,905   

曾庆威 境内自然人 0.78% 1,586,000 1,586,000   

杨智 境内自然人 0.64% 1,310,060 1,310,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加维和陈奕纯系夫妻关系、吴加和系吴加维的兄弟、吴雄驰系吴加维和陈奕纯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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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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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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预计2020年整体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滑10%-15%。得益于

国内率先控制疫情蔓延，智能终端销量数据逐渐回暖。2020年1-6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1.53亿

部，同比下降17.7%。6月国内手机上市新机型47款，同比增长23.7%，其中国内5G手机出货量1751.3万部，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61.2%。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量不甚乐观的背景下，智能手机仍能通过渗透率的提

升，带来结构性增量，因此5G换机带来的长期趋势不变，受抑制的智能终端市场升级换代需求将随着疫情

转好、经济恢复后出现新一轮的拐点，下游客户对本公司主要产品需求将显著增加，同时符合5G手机需求

的复合板材后盖板业务也将进一步突破，相信随着消费电子行业生机的恢复，公司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势

头。 

1、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8.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2.19%。一方面公司业

务拓展卓有成效，结构件业务与功能件业务形成良好互补，对车载电子、精密光学器件的重点突破，显著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公司与主要客户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发国内外客户，目

前公司与众多国际知名客户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积累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未来公司战略

计划奠定基础。 

2、资本运作方面，公司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顺利推进中，目前已获得深交所受理。在

大力推动5G通信技术发展和商用的大背景下，较早布局散热器件，紧握市场机遇。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

将主要投资于扩充越南智动力的消费电子结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及散热组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项目

建成后主要生产产品包括：复合板材盖板、闪光灯罩、听筒网、手表心率镜片后盖、超薄热管、超薄VC

及VC等等；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阿特斯少数股权，进一步提升在管理、业务及研发等多个方

面的协同效应，优化整合产业资源，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3、管理方面，推进管理变革，完善制度建设。一方面，公司积极推进精细化管理，逐步实现预算管理、

人事考勤及培训管理系统化。通过加强成本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加大成本考核力度，增加员工成本

意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合格率，控制采购成本等一系列措施，提升了综合管理水平。另一方

面，公司升级改造各类管理系统，强化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完善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促进公司业务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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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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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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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

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

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主要内容为：将现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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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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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

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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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

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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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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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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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炜  

 

                        

2020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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