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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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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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星股份 60311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葛艳锋 

电话 0513-86726111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519号 

电子信箱 gyf@haist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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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761,777.74 1,599,501,399.64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72,839,784.99 1,270,133,766.66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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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7,426.26 26,366,585.85 -66.75 

营业收入 539,257,515.68 522,774,054.73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5,407,430.26 71,087,065.94 -22.06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395,816.03 61,104,446.06 -3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4 9.49 减少5.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6 -4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6 -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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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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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新海星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88 141,180,000 141,180,000 无 0 

南通联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14,820,000 14,820,000 无 0 

舒仁村 境内自然人 0.16 330,747 0 无 0 

王瑞鸿 境内自然人 0.13 260,400 0 无 0 

杨松林 境内自然人 0.12 256,000 0 无 0 

陈钢 境内自然人 0.12 253,600 0 无 0 

邵燕娥 境内自然人 0.12 244,400 0 无 0 

林丽明 境内自然人 0.11 220,200 0 无 0 

陈景东 境内自然人 0.10 210,000 0 无 0 

毛立奇 境内自然人 0.09 191,43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通新海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南通联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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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9,257,515.68 元，同比增长 3.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407,430.26 元，同比下降 22.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9,395,816.03 元，同比下降 35.53%。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以“担当”为总体工作要求，

坚决贯彻落实“危机并存、不进则退、勇于担当、行胜于言”的十六字方针，立足公司自身优势，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紧盯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战略布局。 

（一）项目推进，建设成果有亮点 

高效推进募投项目建设，面对疫情，质量进度不打折，危中有机，充分抓住市场采购周期，

有效降低建设成本，提升项目综合竞争力，截止 2020 年 6 月底， 28 台化成设备已达产。持续推

进清洁生产，提纯浓缩、中水回用等技改项目实现了源头减量减排，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二）创新赋能，产品水平有突破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持续的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新基建

给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针对 5G 通讯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高功率电源以及汽车电子等高

端电容器领域的需求，加大加快产品研发，持续提升产品技术水平。 

（三）人才培养，组织活力有提升 

星火计划 2.0 全面启动，内训团队持续扩大，认证课程质量提升；职级序列完善升级，为一

线人员提供了看得见的发展平台；组织结构持续优化，人才梯队加速培养，人均效率再上台阶。 

（四）全员战疫，严格执行防控措施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防疫工作组，主动与各级党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

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严格执行各级防疫指挥部对疫情防控的管理要求，积极采购和配发必要的

防疫物资，优化对外交流方式，强化食堂宿舍等生活设施消毒要求，确保了公司员工无一受到影

响。 



（五）需求波动，市场竞争影响单价 

受全球新冠疫情及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游电子消费产品整体需求出现波动，行业竞

争加剧。随着募投项目的稳步推进和有序达产，公司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维护和扩大市场占有率，

巩固优势产品的销售规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销售单价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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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经批准，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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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