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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0-080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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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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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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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益智造 股票代码 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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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君 黄敏龄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 8 号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 8 号 

电话 0750-3506078 0750-3506078 

电子信箱 Mia.Lei@lingyiitech.com IR@lingyiitech.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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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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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944,215,913.42 9,596,253,579.73 9,596,253,579.73 2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1,317,759.99 1,114,309,083.39 1,114,693,145.21 -4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7,268,138.45 672,659,776.32 673,043,838.14 -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7,659,227.29 1,354,389,712.34 1,355,344,575.21 -3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6 0.16 -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6 0.16 -4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10.69% 10.69% -5.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547,902,318.84 27,317,778,001.39 27,323,823,016.63 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09,879,565.30 11,619,265,299.73 11,621,093,910.85 5.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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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69% 4,139,524,021 4,139,524,021 质押 588,330,000 

汪南东 境内自然人 3.85% 262,665,511 253,165,237 冻结 262,665,511 

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196,103,812 196,103,812   

曹云 境内自然人 2.23% 151,898,571 113,924,500 质押 110,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9% 122,280,593 0   

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93,859,344 93,859,344   

陈国狮 境内自然人 0.88% 60,225,545 55,386,576   

深圳市聚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23,114,019 0 质押 11,5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15,627,3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2% 14,88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曾芳勤为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对深圳市领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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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胜投资、领尚投资及领杰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曹云持有深圳市聚美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股权，构成关联关系；汪南东、曹云、

陈国狮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的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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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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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领益智造多措并举，积极化解疫情风险、减少疫情对经营

的影响。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公司团队审慎灵活应对，以客户为中心，

加强全球化部署，持续推进公司的稳健发展。 

（1）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核心板块盈利稳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194,421.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7%，其中：公司核心板块领益

科技实现营业收入781,662.0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19%。 

报告期内，受子公司东方亮彩未完成业绩承诺而补偿的股票价格波动影响，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095.00万元，而上年同期为收益39,522.94万元，此项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41,617.94万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3,131.7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36%，剔除

上述事项的影响，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经营净利润66,749.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8%。公司核

心板块领益科技业务稳步增长，实现经营净利润92,139.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2%。东方亮彩板块报

告期内业绩增长，成本管控效果突显，实现扭亏为盈，本报告期实现经营净利润3,280.02万元，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 

（2）优化产品结构，聚焦主营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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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以精密功能及结构件为核心，向上游材料领域和下游模组及组装产品延伸，具体包括模

切材料、磁材、电源适配器等。公司子公司帝晶光电及江粉高科经营的液晶显示模组业务与公司上述业务

的关联度及协同度较弱，为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布局，集中资源优化产品结构，聚焦主营核心产品，提

高资金使用及持续盈利能力，2020年1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外转让帝晶光电及江粉高科股权。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帝晶光电及江粉高科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推进，以9.31元/股的发行价格向12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322,234,15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2.36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22,234,156股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顺利实施为

募投项目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助力公司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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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同时要求在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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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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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Triumph Lead (Singapore) Pte. Ltd. 新设 目前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深圳市领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目前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影响 

苏州一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东莞市金日模具有限公司 处置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重庆市帝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重庆市东方亮彩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注销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领镒（江苏）精密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注销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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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京江钢球有限公司 注销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无明显影响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芳勤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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