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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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尚有累计亏损未弥补，不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故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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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导股份 600130 ST波导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思甜 陈新华 

电话 0574-88918855 0574-88918855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大成东路

999号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大成东路

999号 

电子信箱 birdzq@chinabird.com birdzq@chinabi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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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672,275.32 1,038,150,723.35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930,530,081.05 903,479,224.40 2.99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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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8,607.63 34,040,351.73 -138.95 

营业收入 127,200,887.71 240,239,822.29 -4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127,912.37 4,803,370.10 46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28,503.40 -7,212,940.3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6 0.55 增加2.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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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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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40 125,946,400 0 质押 100,000,000 

杨晓晨 未知 1.73 13,306,556 0 未知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资

产经营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3 7,176,328 0 无   

陈景庚 未知 0.61 4,710,100 0 未知   

高焕良 未知 0.56 4,300,000 0 未知   

金军 未知 0.53 4,068,7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52 3,962,700 0 未知   

王俊杰 未知 0.50 3,827,100 0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鸿睿一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0.44 3,400,000 0 未知   

彭博 未知 0.39 2,988,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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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波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徐立华 

变更日期 2020年 6月 2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波导股份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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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以电子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公司

将原有的自有品牌经营调整为以原始设计及制造商（ODM）为主、整机同主板并举的经营模式。

为应对日趋严酷的竞争压力、也为避免业绩出现亏损，公司在维持生产基本正常和可持续的前提

下，公司在传统的手机主板及整机业务之外引入了一些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公司现有主营业

务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很低。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2,720.09 万元，同比下降 47.05%；营业利润 3,755.34 万元，

较上年度增加利润 3,311.66 万元，同比上升 746.41%；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2.79 万元，较上年度增加利润 2,232.45 万元，同比上升 464.77%，主要系公司土地征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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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10,168,829.58 9,684,991.56 483,838.02 

合同负债  9,684,991.56 9,684,991.56 

 

2、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

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

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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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