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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1                           证券简称：苏大维格                           公告编号：2020-065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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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大维格 股票代码 3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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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姚维品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新昌路 68 号 

电话 0512-62868882-881 

电子信箱 zqb@svgoptron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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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61,554.23 539,652,005.64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42,551.05 34,635,319.05 -6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783,370.83 31,746,438.72 -7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9,061.16 6,718,139.67 -16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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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2.3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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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9,884,751.82 2,442,238,848.09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5,343,002.05 1,514,305,335.10 -0.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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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森 境内自然人 22.22% 50,237,990 37,678,492 
质押 26,579,900 

冻结 3,529,000 

虞樟星 境内自然人 9.41% 21,272,004 15,954,002 质押 10,000,000 

江苏苏大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9% 10,605,910 0   

东吴证券－招商

银行－东吴苏大

维格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44% 7,782,211 0   

江苏沿海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4,741,63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多元新兴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4,137,957 0   

常州市建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4,000,290 3,809,646 质押 1,200,000 

上海集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集

元烨熠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8% 3,108,809 0   

朱志坚 境内自然人 1.05% 2,382,568 1,786,926 质押 1,001,60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88% 1,999,99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陈林森持有东吴证券－招商银行－东吴苏大维格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万元

份额；自然人金伟、陆丽华等华日升管理人员持有东吴证券－招商银行－东吴苏大维格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且分别持有股东常州市建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他们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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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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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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影响，一季度疫情的爆发，给公司业务发展及正常运营造

成了较大影响，公司多个在建项目工程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延期；随着国内疫情率先得到有效控制，二季度国内经济由降转升，

公司上下游产业链供给、交通物流、人员流动逐步恢复正常。同时，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围绕公司战略规划及年度工作安排，

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合理推进在建项目进度，严控疫情的同时，力保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推进，保障公司整体稳健运营。但

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高附加值业务出现短期下滑，且公司多个对外投资项目处于建设期，期间费用开支刚性较强，导致报

告期内公司成本增加，利润减少。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126.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6%；实现营业利润1,591.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9.86%；实现利润总额1,478.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3.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4.26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60.61%。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公共安全新型印材事业群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凭借自身技术和产品优势，继续加大在烟包、酒包、化妆品、医药等包装细分行

业的业务拓展力度，并积极推进子公司盐城维格“微纳新材料制造项目”的建设，有序开展部分新型印材产线的搬迁工作，整

合并提升公司新型印材产品产能，提升运营效率，优化成本结构。2020年上半年，公司公共安全和新型印材业务保持稳定，

为公司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2、反光材料事业群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6.8%和16.9%；

同时疫情导致国内道路工程施工停滞或暂缓、国际物流受限，导致国内反光材料市场需求不足，出口业务下滑，使得公司反

光材料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27.82%。面对短期困境，公司继续加大高端微棱镜型反光产品的市场推广，紧跟汽车

行业回暖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步伐，积极优化产品结构，争取加快微棱镜型反光材料的国产替代进程。 

3、消费电子新材料事业群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电子新材料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居家办公、远程学习等需求旺盛，PC市场第二季度总出

货量同比增长9%，中大尺寸智能电视市场渗透率也不断提升。子公司维旺科技导光产品经过多年发展，不断实施技术革新

并进行设备升级，实现产品良率、效率及产能的不断提升，与下游厂商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积累了京东方、小米、友达

光电、冠捷科技、群创光电等下游优质客户，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涨幅达100.46%。 

子公司维业达继续加强下游客户的开发工作，积极维护现有客户并跟进中大尺寸触控产品向下游头部企业的送样检测等

工作，高性能柔性触控产品成功应用于海信触控教育电视，为公司中大尺寸触控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奠定了广泛且优质的客

户基础。 

子公司迈塔光电产销量进一步释放，纳米纹理光学膜成功应用于华为P40系列、荣耀30系列等部分手机，进一步奠定了

公司纳米纹理光学材料在中高端智能手机背板装饰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为满足公司消费电子新材料产品的快速增长，公司在盐城市大丰区与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的微纳光学

导光板产业化项目、高性能柔性触控屏及模组和研发中心项目报告期内取得良好进展。微纳光学导光板产业化项目已建成部

分产线并投入运行，高性能柔性触控屏及模组和研发中心项目建成部分55吋-65吋产线并逐步投入试运行，同时公司86吋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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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产线建设顺利，预计下半年公司高性能柔性触控屏及模组和研发中心项目可批量供应55吋-86吋触控产品，为公司业务发

展提供持续动力。 

4、高端智能装备事业群 

报告期内，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事业群继续专注于平台型技术研究与开发，推动公司光刻设备等微纳制造设备的迭代升级，

为公司新型印材、显示与触控、纳米纹理光学膜、车牌用反光膜等产品的生产与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5、创新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研发工作按年初计划有序开展，江苏省柔性光电子材料/器件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苏州市柔性光电子材料/器件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微纳3D打印系统开发及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高透光高导电性的柔性

纳米透明导电薄膜研发及产业化、具有指向性功能的新型波导显示器件研发等项目进展顺利，并进一步研发与完善裸眼3D

显示，“纳米波导光场镜片”等前瞻性技术。报告期内，盐城维旺建成部分热压导光板产线并投入运营。86吋幅面的高性能电

容触控膜AD-film产线在维业达江苏启动建设，110吋幅面微图形光刻直写设备和配套光刻设施取得重要进展，为公司大尺寸

透明导电薄膜和电容触控屏产线的全尺寸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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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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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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