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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0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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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寓股份 股票代码 3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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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秋艳 潘立明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 1 号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 1 号 

电话 010-69414203 010-69415566 

电子信箱 service@jayugroup.com service@jayu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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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452,296.69 1,530,769,900.18 -5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059,197.46 361,347,652.98 -1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9,807,542.45 42,682,374.05 -21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48,486.50 -199,520,920.49 10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50 -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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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50 -1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23.29%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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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2,368,584.67 6,098,650,790.55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2,321,724.09 1,389,595,096.76 -3.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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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寓新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66% 298,597,706  质押 277,557,396 

王金秀 境内自然人 7.76% 55,592,958    

雷小雪 境内自然人 7.76% 55,592,957    

余松 境内自然人 1.14% 8,194,922    

张初虎 境内自然人 0.46% 3,300,000 3,300,000 质押 3,300,000 

阮书华 境内自然人 0.43% 3,109,12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6% 2,570,480    

曾宪勇 境内自然人 0.25% 1,822,30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0.17% 1,234,200    

王燕 境内自然人 0.16% 1,17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余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但保证

券账户持有 8,194,922 股，实际合计持有 8,194,922 股；股东阮书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09,12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3,109,120 股；股东曾宪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22,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22,300 股；股东张

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600 股，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207,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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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制定了稳健经营、防控风险的总体经营策略，

由规模增长调整为审慎拓展市场，持续优化客户结构，保障合同回款，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产值暂无法正常释放，实现

营业收入7.2亿元，同比下降53.2%；实现回款11.64亿元，同比下降37.25%，实现利润总额-0.55亿元，同比下降112.95%。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65万元，同比增长102.33%。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防控风险、加强内控管理、改善现金流量等方面，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门窗幕墙业务抗风险能力 

强化区域总部管控职能，继续优化客户结构。上半年，门窗幕墙业务本着稳健经营、防控风险的总体原则，进一步完善

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能职责，持续梳理和完善各职能体系，完善制度建设、内控管理机制，加强内部审计监察工作，提升专业

人员素养，强化对各下属子公司的服务、监督、管理职能，加强印章、合同、资金、成本管控，指导各级子公司建立健全风

险防控体系，完善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管理、标准化管理，坚持合规、合法经营；推行重点客户专属服务模式，聚焦拓展地

产20强和大型国有房地产客户，万科、招商、美的等客户业务量均有不同程度提升，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客户结构。 

明确了去库存、清应收的具体目标，继续加强对应收账款、存货及合同资产的清理，并将其作为常态化专项工作；通过

加强项目管理，加快竣工结算等方式，加快工程款回款；疑难项目通过法律手段快速清理老旧项目应收账款，改善经营现金

流状况。 

（二）坚持稳健经营，提高新能源光伏业务经营质量 

根据光伏补贴退坡的政策驱动，积极把握平价上网的市场机遇，满足客户对产品性能、转换效率大幅提高的客观要求，

公司始终坚持组件产品技术创新，不断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效组件，光伏组件产品全面升级为高效半片双面双玻组件，获

得了大型国企、海外客户的高度认可，为光伏平价上网做好了战略布局和资源储备。 

（三）抓住历史机遇，拓展雄安新区等重点项目建设 

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确定将按照智能、绿色、创新的方向打造一座现代化之城，在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启动之际，公司

充分发挥在节能、智能门窗、装配式建筑、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方面的技术优势，依托参与北京行政副中心项目建设的成功

经验，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了雄安分公司，建成了嘉寓雄安展示中心，作为发起单位成立“雄安民企建材联合体”，独家中标

并实施雄安高质量建设试验区门窗工程，雄安业务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后续参与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紧跟时代步伐，布局新零售业务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家居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

发展与运用带动行业新零售模式发展，以线上线下融合、商品与服务融合、产业链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正逐渐成为当前家居行

业的发展新方向。嘉寓紧跟时代步伐，布局新零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嘉寓门窗以拓展零售业务，为自身

品牌建设、高端大国品牌升级，开启了工程零售双轮驱动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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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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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

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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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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级次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嘉寓门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嘉寓门窗 1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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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田新甲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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