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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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子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8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阳

葛燕雯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7001 号 E 栋 101 室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 7001 号 E 栋 101 室

电话

021-64969730

021-64969730

电子信箱

investors@jutze.com.cn

investors@jutz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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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32,691,274.81

217,007,753.54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87,674.32

49,166,123.81

-1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7,112,839.02

48,343,272.65

-23.23%

-25,460,280.84

45,603,973.00

-155.83%

0.26

0.31

-1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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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1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11.66%

-7.2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115,753,727.26

1,114,263,768.74

0.13%

967,548,591.91

944,612,481.67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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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4.50%

39,193,200

39,193,200

嘉兴市领汇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元亚创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66%

12,258,720

12,258,720

上海矩子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7.16%

11,460,000

11,460,000

王建勋

境内自然人

6.12%

9,798,360

9,798,360

雷保家

境内自然人

6.12%

9,798,360

9,798,360

徐晨明

境内自然人

6.12%

9,798,360

9,798,360

何丽

境内自然人

4.29%

6,858,840

6,858,840

3.22%

5,157,000

5,157,000

苏州凯风万盛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朱泽

境内自然人

3.16%

5,057,234

徐建宏

境内自然人

3.06%

4,899,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4,899,120

上述股东中，上海矩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杨勇所控制的企业，徐建宏先生
为王建勋先生的妹夫，李俊先生为杨勇先生的妻兄，徐晨明先生与何丽女士系夫妻关系。
公司股东朱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57,234 股，
实际合计持有 5,057,234 股；
公司股东上海复旦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435,114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5,114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公司股东张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4,542 股，实
际合计持有 244,542 股。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覃春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7,3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7,300 股。
公司股东李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41,72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14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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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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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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外部环境各种挑战，公司积极应对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持续深耕主业。
公司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特别是新产品3D检测设备的市场开拓，抓住市场发展机遇、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深挖客户需求；
通过继续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性能体验和促进产品更新迭代，以及积极研发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并将业务拓展到新的行业
应用，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扩大业务板块；同时，公司通过优化公司内部业务流程和生产管理，进一步推进公司管
理水平的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69.13万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18.77万元，
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4.19%。主要是2020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导致公司下游客户复
工延迟、部分客户阶段性缩减投资和采购规模，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造成了短期不利影响。同时在外部环境复杂多
变的情况下，公司坚持在半导体光学检测、mini LED光学检测等多个领域进行新业务板块的投入，使得公司研发费用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长。虽然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业绩因外部环境受到短期影响，但公司通过积极开发客户，同时持续推出技术水平更
高、市场前景广阔、更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等措施，尽量减少了相关短期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持续推进技术研发和创新，积极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公司始终以技术研发和产品性能为核心盈利能力，持续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储备，以保持公司技术可持续性发展。报
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技术研发和创新，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性能体验和促进产品更新迭代。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竞争力的
3D AOI和3D SPI技术性能及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客户开拓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并实现了进口替代，获得诸如和硕集
团、比亚迪、京东方等行业标杆客户的高度认可；其中，新产品3D SPI于第二季度进入市场推广期，报告期内取得的订单总
额已突破2,700万。公司3D检测业务在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下在第二季度实现了逆势增长，但部分订单尚未交付，效益未能
完全体现。
2、扩展产品线，实现“整线销售”，并积极开拓新行业应用。
公司近年陆续推出多款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检测设备及机器视觉生产设备。目前公司已有包括2D AOI、3D AOI、镭雕
机、3D SPI、选择性波峰焊、FPC软板光学检测设备等一系列产品，形成了可覆盖整条产线的智能检测解决方案，大大提高
了公司的整体综合竞争力。
除此之外，公司仍持续加大在新业务新产品上的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新行业应用。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已逐步导入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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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行业；同时，针对医药及半导体行业，公司正在开发高速药片光学检测设备和半导体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3、加大市场推广力度，积极推广新产品；加强新市场、新客户的拓展力度
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和快速的响应速度，已积累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客户。报告期内，公司利
用在行业的优势地位，加大了对国内外新客户、新市场的开拓力度，并积极推广新的3D检测设备，已取得较好的成效。同
时，公司注重打造品牌形象，增强品牌影响力，精心培育公司的国产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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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