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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7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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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垒知集团 股票代码 00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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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祥毅 万樱红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 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 号 

电话 0592-2273752 0592-2273752 

电子信箱 002398@xmabr.com wyh9565@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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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284,207.29 1,481,212,579.13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868,067.09 206,075,856.57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0,968,849.27 193,315,573.33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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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575,641.41 35,878,411.85 -16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30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30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8.0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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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8,101,762.12 4,449,050,592.32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7,429,376.97 2,834,619,245.52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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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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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17.58% 121,712,027 91,284,020 质押 24,000,000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4.23% 29,325,025 21,993,769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4.09% 28,305,668 0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3.80% 26,306,691 35,186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2.51% 17,388,887 13,041,665   

陈界鹏 境内自然人 2.21% 15,297,833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1.70% 11,766,55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8% 11,650,257 0   

吕若洵 境内自然人 1.14% 7,875,773 0   

中信证券－建

设银行－中信

证券臻选价值

成长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4% 7,232,8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邱

聪、高卫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共 19

位发起人股东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 其他股东签

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

议)，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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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2017 年 10 月 27 日麻秀星、李晓斌、黄明辉、阮民全、尹峻（以下简称“委托人”）5 位自

然人股东签署了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将其合计持有的垒知集团 42,577,257 股股

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蔡永太行使，上述股份占垒知集团总股本比

例的 12.30%。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蔡永太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3,430,386 股，

占垒知集团总股本的 29.88%。 

2018 年，因公司实施了转增股本、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及委托人增/减持股票等事项，致

上述表决权委托数量发生改变。截至本报告期末，蔡永太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4,971,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9.60%。  

2020 年 8 月 4 日，蔡永太与自然人股东阮民全、尹峻分别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蔡永太对拥有的阮民全、尹峻所持有的共

计 5,988,418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以解除。本次表决权委托解除后，蔡永太拥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4,732,630 股，占垒知集团总股本的 28.12%。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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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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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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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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因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应收账款-5,587,067.95元、合同资产5,587,067.95

元、预收款项-42,405,997.83元、合同负债38,954,174.69元、应交税费3,451,823.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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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在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导致合并范围变动的情况依据 变动日期 

深圳市中检南方检测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购 2020年4月30日 

贵州科之杰天义贸易有限公司 70%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3月17号 

贵州科之杰天润贸易有限公司 70%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上海垒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1%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1月3日 

南京笔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1% 注销 2020年6月23日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永太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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