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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1                             证券简称：森霸传感                             公告编号：2020-036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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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霸传感 股票代码 3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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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洋 文俊位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电话 0377-67986996 0377-67986996 

电子信箱 stock@nysenba.com stock@nysen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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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73,949.04 88,610,388.13 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158,374.57 36,305,064.06 1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6,096,800.80 27,599,702.16 17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363,748.35 36,449,826.53 13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30 1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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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30 1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0% 7.38%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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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38,150.20 582,451,055.04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8,857,393.06 541,707,111.73 10.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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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盈贝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1% 33,614,100 33,614,100   

鹏威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3.91% 28,694,700 28,694,700   

深圳市辰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0% 19,676,700 19,676,700 质押 11,980,050 

来宾群拓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2,646,500 0   

叶小英 境内自然人 1.79% 2,150,000 0   

中英益利资管－

建设银行－中英

益利安泓 1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27% 322,600 0   

金骋 境内自然人 0.23% 271,5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动

力组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250,000 0   

孙雪平 境内自然人 0.20% 245,400 0   

杨生良 境内自然人 0.18% 21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鹏威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辰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单森

林先生控制的企业；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上述限

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生良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9,000 股，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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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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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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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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对外积极做好市场拓展，提高经营业绩；对内加快进行技术创新、升级，不断追求模式创新、产品创新

和管理升级。公司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主要经营和发展目标达成良好。在整个传感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大环境下，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707.39万元，同比上升88.55%；实现利润总额9,650.80万元，同比上升126.5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15.84万元，同比上升126.30%。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计划，取得较好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市场对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需求量剧增，公司根据市场变化

适时调整了生产计划，积极安排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扩产工作，使得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收入和利润增幅较大。 

2、高度重视研发工作，持续推进研发项目取得新进展 

研发是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继续围绕红外核心

技术，积极开展新型传感器产品及相关技术的研发，不断取得新进展。如公司的MCU型热释电红外传感器、AD型热释电红

外传感器、抗干扰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产品顺利推向市场，为抢占市场份额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 

3、积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持续强化内部控制，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在财务规范、内部审计、风险管控等多方面的持续优化工作，积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切实

落实公司内控制度，坚持依法治企，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推动公司管理向规范

化、标准化发展，为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4、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夯实公司人才基础 

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根本动力，关系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也积极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广泛开展内部、外部培训，提升员工职业素养和工作技能；同时进一步优化绩效管理体系，根据公司情

况动态调整绩效考核与薪酬方案，实现公司目标的有效分解，激励公司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才能，形成了一整套科学

的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体系，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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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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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3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会计政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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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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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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完成对 Alpha Instruments,Inc.收购，公司的传感器品类扩展至微差压传感器，为进一步推进并购整合工

作及做好公司未来发展的前瞻布局，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在深圳设立新的全资子公司阿尔法仪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公

司对阿尔法仪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金额为1,000万元，考虑到目前的实际运营资金需求，拟首期出资300万元，后

续出资将根据深圳阿尔法的资金需求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另行确认，因此本报告期将阿尔法仪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纳入财务

合并报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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