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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7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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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科技 股票代码 00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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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兵 朱琳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 

电    话 0571-86319217 0571-86319217 

电子信箱 zhaoxb@baoding-tech.com bdkj@baoding-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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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1,419,645.42 157,189,695.28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48,131.45 50,690,788.02 -9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6,112.75 10,084,698.84 -1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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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89,544.23 -3,343,492.67 30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7 -94.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7 -9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8.02%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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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59,032.66 727,487,399.34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6,407,519.65 662,561,326.7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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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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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7.90% 116,062,100    

朱丽霞 境内自然人 24.12% 73,875,000 55,406,250   

朱宝松 境内自然人 8.48% 25,976,056 19,482,042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78% 5,447,409 5,447,409   

赵宏钊 境内自然人 0.75% 2,290,000    

赵连未 境内自然人 0.44% 1,336,943    

钱玉英 境内自然人 0.42% 1,275,014 784,929   

王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1% 1,248,402    

东莞市东新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864,700    

祁锡明 境内自然人 0.21% 64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朱宝松、朱丽霞为父女，钱玉英系朱宝松的配偶、朱丽霞的母亲。除上述

股东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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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招金集团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 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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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招金集团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 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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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受全球航运市场持续回暖、我国船舶制造企业收入微降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及利润稳中略降。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419,645.4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67%。其中主营业务大型铸锻

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46,988,740.0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5%；其他业务4,430,905.3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7.8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131,353,222.8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5%。 

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48,131.4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21%，主要原因系：1）上年同期上海复

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借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冲回导致的投资收益增加（影响数计950.10万元）；2）上年同期转让亿昇（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34%股权导致的投资收益增加（影响数2,960.34万元)；3）受今年初以来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及全国造船

完工量下降的影响，公司承接的新订单量有所减少。 

报告期内，三项费用比上年同期略升3.26%，主要原因系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12.18%，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194.46%。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4,676,303.1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9%。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6,889,544.23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06.06%。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原材料钢锭）

支付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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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规定，公司于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

定，公司无需重溯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

息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无须调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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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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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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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宝松）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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