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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97                               证券简称：钢研纳克                           公告编号：2020-039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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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研纳克 股票代码 30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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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彬 周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3 号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3 号 

电话 010-62181059 010-62181059 

电子信箱 ir@ncschina.com ir@ncs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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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36,736.06 235,968,905.44 -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899,161.91 29,507,178.84 -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559,539.26 24,045,547.01 -8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13,724.82 -355,806.32 3,81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1585 -44.35%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1585 -4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7.10%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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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999,298.65 993,351,049.15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8,402,641.23 716,489,978.77 3.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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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26% 164,457,754 164,457,754   

钢研大慧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7% 7,375,263 7,375,263   

SANC 
MATERIAL INC. 

境外法人 1.57% 3,904,682 3,904,682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测试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0% 3,470,767 3,470,767   

北京金基业工贸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40% 3,470,767 3,470,767   

中关村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2,603,122 2,603,122   

北京龙磐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867,645 867,645   

张和平 境内自然人 0.30% 746,400 0   

张庆超 境内自然人 0.18% 440,000 0   

杨永华 境内自然人 0.17% 426,4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钢研大慧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和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10,400 股外， 

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6,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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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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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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05,236,736.0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3.02%；利润总额为24,688,628.86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5.7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899,161.9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5.78%；基
本每股收益为0.0882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32,999,298.6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9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38,402,641.23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975元。 

1. 防控复工两手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报告期内各项经营数据同比下降。2月份以来，钢研纳克以落实疫情防控

要求和保障员工健康安全为首要条件，逐步有序恢复经营生产。随着复工复产步伐加快，各业务板块生产

经营全面恢复正常，市场需求情况明显回暖。公司二季度扭亏为盈，经营数据较一季度明显提升，收入、
利润同比降幅逐月收窄，经营生产继续呈现向好态势。 

2. 初步完成“十四五”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编制 

报告期内，公司 “十四五”战略规划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从宏观和行业环境、标杆企业分析、内部资源

和能力分析、业务战略、职能战略、总体战略、战略实施等方面，初步编制完成钢研纳克“十四五”战略规
划稿。 

    3. 科研创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15项，其中国际发明1项，国内发明5项；获得授权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利4

项。公司获得各类省部级科技奖项共五项，其中包括冶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一项。 

报告期内，公司组建成立研究院，统筹整合公司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鼓励组建跨领域团队，充分利用
外部科技创新资源，建立统一、分层、共享的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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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

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

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

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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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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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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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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