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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0-065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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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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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 股票代码 0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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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贵生 陈海元、李谨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 1 号福州

国际金融中心 20 层 

山东省沂源县城南外环 89 号、福建省福

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 1 号福州国际金融

中心 20 层 

电话 0591-87591080 0533-2343868、0591-87591080 

电子信箱 zqdb@holitech.net zqdb@holite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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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5,546,356.98 7,007,917,295.43 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616,401.13 520,389,359.39 -7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160,887.81 423,526,811.81 -9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410,441.01 11,401,651.80 5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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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670 -7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1670 -7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4.5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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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0,966,275.46 33,643,958,400.85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39,271,013.03 12,191,262,718.3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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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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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电子

信息（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69% 488,846,632    

文开福 境内自然人 13.76% 428,873,064 428,873,064 
质押 369,031,890 

冻结 21,120,000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1% 346,360,994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合力泰

第一期2号员

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80% 56,085,000    

白如英 境内自然人 1.26% 39,253,516    

王宜明 境内自然人 1.23% 38,253,516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25,937,414    

杨秀静 境内自然人 0.75% 23,506,878    

红塔资产－

中信银行－

中信信托－

中信·宏商金

融投资项目

1602 期信托 

其他 0.53% 16,590,595    

柏会民 境内自然人 0.51% 16,007,042  质押 9,09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文开福已和电子信息集团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文开

福将其所持有的合力泰股份的表决权独家、无偿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电子信息集团行使，

本协议项下委托股份对应的委托权利的委托期间为自本协议成立并生效之日起五年，电

子信息集团有权随时、多次调整或撤销本协议第一条所述文开福向电子信息集团委托表

决权股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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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杨秀静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3,401,278 股，柏会民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3,00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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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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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合力泰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疫情防

控债) 

20 合力 01 149047.SZ 
2020 年 02 月 28

日 

2023 年 02 月 28

日 
100,000 5.33%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91% 59.49% -0.5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4 3.46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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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导致消费者支出减少，疫情封锁下供应链生产与线下渠道受挫，造成整体市场萎缩。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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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受国际经济形势和海外疫情的影响，公司上半年销售业绩受到一定冲击，公司将及时调整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持

续推进公司1+N的销售策略，努力降低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9,554.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5%；利润总额为13,865.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61.6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9.51%。 

1、报告期内，公司触控显示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451,488.51万元，同比增长36.16%。目前公司国内出货量均已位于行

业前列，拥有较稳定的市场及客户，通过ODM扩大了与国内一线客户的合作，公司将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巩固在行业中的地

位。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COF显示模组产品的开发，开始对客户推广。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触显行业多年的技术积累，在国

内热销的儿童手表、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均有提供相关组件。 

2、报告期内公司光电传感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98,058.42万元，同比增长38.27%。公司继续深入布局摄像头业务，持

续进行产线建设及技术升级。未来公司还会不断提升摄像头的应用面、工艺能力和产能，持续研发高端摄像头产品及技术，

深化与IC厂商及客户的合作。公司在非手机摄像头领域继续深耕，将公司优势产品结合，向客户推广摄像头系统集成模组。

公司高中低端产品产能搭配合理，能够满足各类摄像头生产需求，随着摄像头业务的发展，新建生产线产能逐步释放。 

3、报告期内电子纸显示模组实现营业收入44,217.31万元,同比增长68.94%。疫情在给零售业发展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机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趋势逐渐明朗，公司基于对零售及互联网领域变革的深刻理解，始终坚持以创新

与研发为核心驱动，公司电子纸产品主要服务于传统零售、新零售、百货时尚、医药健康、文化娱乐等领域，公司电子标签

已为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10000多家门店提供电子价签产品解决方案，国内零售百强覆盖率超50%。 

受海外疫情影响，电力、家电、通讯、金融、交通等多个行业均有冲击。公司黑白显示类相关行业产品销售受阻，海外

销售额受影响较大。报告期内LCD等其他显示模组实现营业收入17,575.93万元,同比下降73.35%。 

4、报告期内FPC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3,095.78万元，同比下降59.06%。主要原因系公司供应FPC主要客户为国内一线品牌

客户，受年初国内疫情及消费者消费力下降的影响，公司交付及订单均受到相应影响。随着国内疫情的稳定，目前正逐渐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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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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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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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

规定对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六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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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贵生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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