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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3                            证券简称：鲁亿通                            公告编号：2020-039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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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亿通 股票代码 3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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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静 张晓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龙门西路 256 号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龙门西路 256 号 

电话 0535-7962672 0535-7962877 

电子信箱 lyt@luyitong.com lyt@luyit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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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603,351.87 1,829,964,054.86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463,073.66 280,190,064.55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72,043,693.19 275,674,482.21 -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123,572.40 -781,826,164.77 13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8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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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7 -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0% 9.3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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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104,012.23 7,841,356,297.06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10,220,675.61 3,464,365,317.25 7.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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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法清 境内自然人 24.74% 123,519,196 92,639,397 质押 79,429,900 

李昭强 境内自然人 23.07% 115,194,849 114,362,999 质押 111,860,000 

#莱阳微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 25,106,075 0 质押 10,570,000 

宋叶 境内自然人 4.52% 22,561,502 22,561,502   

宁波君度尚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0% 21,982,253 0   

嘉兴凯胜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6% 19,286,597 0   

贾启超 境内自然人 1.61% 8,051,541 0   

柳云鹏 境内自然人 0.74% 3,699,045 2,774,284   

#孙任靖 境内自然人 0.69% 3,452,547 0   

王少成 境内自然人 0.62% 3,10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纪法清与莱阳微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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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延迟，物流受阻。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促进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的影响。公司充分发挥并购形成的规模效应

和协同效应，深度整合产业链资源，通过优化结构、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价值链，紧紧围绕电气成套设备、LED照明、智慧

社区、公共安防业务进行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90,360.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2% ；实现营业利润32,031.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42%；实现利润总额为31,940.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64%；实现净利润为27,646.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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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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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

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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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昇辉控股有限公司新设立珠海横琴昇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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