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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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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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科技 60399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华 林建华 

电话 0592-3502118 0592-3502118 

办公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98号 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98号 

电子信箱 irm@solex.cn irm@sol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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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122,532.25 2,375,690,328.08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46,399,107.22 1,806,450,411.63 2.2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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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308,176.65 66,062,513.57 48.81 

营业收入 835,237,800.60 791,982,672.96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0,527,041.54 114,795,819.92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0,862,785.75 103,853,337.98 6.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97 9.89 减少3.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2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2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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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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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1.11 124,751,108 124,751,108 无 0 

周华松 境内自

然人 

22.38 89,736,506 89,736,506 无 0 

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19 88,965,300 88,965,300 无 0 

吴文利 境内自

然人 

7.79 31,243,380 31,243,380 无 0 

周华柏 境内自

然人 

1.48 5,940,376 5,940,376 无 0 

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2 5,301,000 5,301,000 无 0 

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2 5,301,000 5,301,000 无 0 

周丽华 境内自

然人 

0.74 2,970,188 2,970,188 无 0 

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5 2,001,000 2,001,000 无 0 

顾文杰 境内自 0.42 1,674,000 1,674,0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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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松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的股权，公司董事长周华松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

士分别间接持有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5.00%和

15.00%的股权；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士持有厦门信卓智

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5.29%股权、持有厦门

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19%股权、持有

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3%股权；

公司董事长周华松系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

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周华松先生与吴文利女士系配偶关系，周丽华女士

系周华松先生之妹，周华柏先生系周华松先生之弟；周华

松先生、吴文利女士二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以上

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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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对公司整体影响有限，无接触式，抗

菌，过滤等几个热点主题的产品，如感应龙头等的需求增加明显。公司在原有品类稳健发展的基

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品类 IDM 战略，新业务、新品类布局效果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523.78 万元，同比增长 5.46%，其中，国内主营业务收入

23,054.01 万元，同比增长 9.00%，国外主营业务收入 56,845.04 万元，同比增长 3.0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086.28 万元，同比增长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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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耕厨卫老品类，加速布局新品类 

2019 年，公司提出“细分单品类冠军”战略。为了提升品类专注度和竞争力，推动各品类业

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对原有厨卫品类事业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为各品类事业部的快速发展赋能。

经过调整，各品类事业部拥有独立的研发、设计、销售、生产、采购团队，在各自领域将获得更

精准市场定位、更专业的研发和技术能力。 

1.厨卫品类研发和技术能力稳步提升 

公司始终坚持 KT(Key Technology 核心技术)+ID(Industrial Design 工业设计)理念，借助公司成熟

的研发模式，注重市场需求与产品研发相结合，通过持续创新赋予产品更多、更前沿的功能和更

高的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研发及创新投入，主要量产技术包括无接触感应技术、定量技术、微

电流技术，申请发明专利 22 个，实用新型专利 27 个，外观专利 7 个；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为

15 个，实用新型专利 12 个，外观专利 1 个。 

2、厨卫品类生产设备的改造升级 

2020 年上半年，作为 IPO 募投项目之一的“龙头、淋浴系统搬迁及扩产项目”的漳州智能园

第一期完工，龙头事业部完成整体搬迁并成功投产，预计淋浴系统及龙头年产能 500 万套。 

花洒事业部引入多台高精密模具加工设备，进一步提升高精密模具及各类型塑胶模具开发能

力，并成功开发高精密滤网模具及新材料注塑模具，提升了注塑生产稳定性、精密性和产品多样

化、个性化，引进 MES 系统，提高过程追溯的精细化与准确性，实现降本增效。 

3.加快新品类产品的布局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从新品研发、工厂软硬件方面，继续加快布局美容健康品类和家具品类。 

报告期美容健康类新申请专利 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3 项；活动家具新申请专利 17 项，其中

发明专利 8 项。公司已经实现了部分研发成果的转化，新产品已获得订单。 

美容健康品类完成口腔护理类 10 万级无尘生产车间和专业实验室以及水疗护理类、脸部护理

类的生产车间及实验室的建设，今年下半年将投入使用。 

家具品类对设备进行了重大升级，配备多种家具的专业生产线、实验室设备，以及专业的除

尘系统和油漆尾气处理系统，打造高效、绿色的家具生产车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家具事业

部现有多项新的产品专利申请中，同时多个设计的产品已入围国际或国内顶级设计大赛。 

4.智能电子化产品重要性日渐凸显 

公司在 2019 年单独设立了智能电子事业部，为公司智能产品的开发提供底层技术的支持，基

于产品应用层面支撑公司在智能家居产品及整体系统上的探索，对 IOT 技术应用层面进行创新，

为松霖·家业务的智能家居系统集成方案提供设计与技术支持。报告期，公司申请大数据分析相

关领域技术专利 1 项。 

2020 年上半年，无接触电子类产品得到市场的青睐，公司有多款产品实现量产。同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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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智能电子车间及实验室建设，该车间的生产线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将主要为智能电子产品开

发和生产服务，今年下半年将投入使用。 

（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实现全业务链条的协同 

在“数字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公司倡导数据驱动，致力于建立研发、销售、生产、供应

链管理、内部管理全方位的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开发和引进智能生产设备，升级 AI

软硬件及网络环境，逐步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融合，打造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领先智能制

造平台。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投入建设可协同的 MES+SCADA 系统解决方案，以打造计划协同、

执行高效、数据实时、透明可视、绿色智能的数字化制造车间，实现创新驱动与智能制造的转型。 

在定制家居方面，引入数字化三维设计及仿真分析系统软件，对生产工艺的设计进行模拟仿

真，多方案工艺对比分析，快速寻求最佳工艺方案，大大提升了生产工艺的设计能力，新品良品

率显著提升。 

（三）前店后厂，“松霖•家”正式起航 

    “松霖•家”顺应中国消费升级、智能家庭未来需求的趋势，将为目标客户提供从室内设计及

装修、全屋定制及软饰等真正一站式的产品及服务。 

“松霖•家”业务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在目标城市开设大型自营品牌体验中心及线上线下

O2O模式，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新体验。2020年上半年，第一家“松霖•家”在厦门开业运营，未

来将在多个城市布局，这将标志“松霖•家”战略正式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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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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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