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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7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20-057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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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永长征 股票代码 00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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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辉 韩海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4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路长园新材料港 F

栋 4 楼 

电话 0755-84361076 0755-84361076 

电子信箱 yuhui@taiyong.net hanhf@taiy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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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06,686.83 208,895,008.66 5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393,064.07 28,965,976.38 2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151,644.55 23,520,666.62 3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99,794.79 11,810,078.06 -26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0 0.1303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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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0 0.1303 2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 3.89%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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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134,335.08 1,115,030,483.79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0,745,593.70 793,923,208.6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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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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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泰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24% 121,328,480 121,328,480   

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5% 21,816,179 0   

深圳市天宇恒盈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 7,098,000 7,098,000   

蒋蕙茹 境内自然人 0.37% 833,565 0   

徐秋萍 境内自然人 0.29% 650,100 0   

李天华 境内自然人 0.19% 429,052 0   

姜惠铁 境内自然人 0.18% 400,920 0   

蒋继超 境内自然人 0.17% 376,000 0   

王群涛 境内自然人 0.17% 370,867 0   

丁建良 境内自然人 0.12% 276,1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受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正乾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明细如下：姜惠铁 4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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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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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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疫情影响和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坚持“客户导向，专业高效”的
核心理念，经营管理层根据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和决策，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和经营计划，坚持自主创新，

加快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900.67万元，同比上升57.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9.31万元，同比上升25.6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15.16万元，同比上升32.44%。公司业

绩同比有着较为稳定的增长。     

2020年上半年回顾： 

（1）坚持品牌战略，加大市场推广，获得多项荣誉 

以“TYT”为主品牌，统领并助力下属“TYT泰永”、“TYT长征”、“TYT源通”等三大子品牌的品牌架构下，

公司加大品牌建设力度，积极组织线上云考察和参加各种线下品牌推广活动50余场次，深化并加强与轨道

交通、数据中心、新能源充电设备等细分行业协会的学术研讨和深入交流，与中国移动遵义分公司签署5G

信息化建设及应用合作协议，致力于将工业园打造为全面、立体、数字化的智慧园区，不断提升公司中高

端品牌形象和地位。 

先后获得如下荣誉称号： 

> 2020年中国电气工业创新产品奖 

> 2020年度中国电力电气行业优秀塑壳断路器品牌 

> 2020年中国充电桩行业十大模块/核心配件品牌 

> 5G智慧工厂应用示范基地 

（2）实施客户聚焦策略，深耕细分市场 

公司坚持“客户导向，专业高效”的核心理念，继续推进“区域+行业”的销售组织架构优化和营销网络布

局，满足下游各行业内的优质终端用户对中低压电器产品技术性能及质量稳定性的较高要求，并加强人才
梯队建设，提升销售系统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营销系统的培训投入。坚持市场聚焦策略，深耕细分行业，

在建筑配电、工业与能源、数据中心、轨道交通、电力电网、充电桩等细分行业的市场份额稳步增长，先

后与多家国内领先房企实现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上潜心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智能

云平台、智能配变、数字化智能家居系统及智能双旁路转换开关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4）加强人才梯队和企业文化建设，完善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首发上市后的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建立、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的人才竞争优势，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5）加强公司治理，积极开展投融资工作，助推公司升级发展 

随着公司法人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内控治理和财务管理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积极实施产业

并购，根据公司现有业务领域做好行业发展研究，筛选和培育公司主营业务关联的投资机会，做好投前、
投中、投后的管理。 

公司于2020年4月，以1,458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航天泰瑞

捷电子有限公司20%股权，交易涉及的航天泰瑞捷20%股权已于2020年7月9日过户至公司名下，所涉及的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其业务系公司当前熟悉的业务，双方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6）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开展“携手献爱心，情暖敬老院”，走进泗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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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开展“送爱心”活动。疫情期间，公司生产防疫两不误，全力战疫、全力保障客户需求，驰援贵阳、

珠海“小汤山医院”，全力支援疫情防控狙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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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的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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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变更日期：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依据上述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变更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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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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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注销全资孙公司贵州泰永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07月11日完成了贵州泰永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注销，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2）、《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合并报表范围因注

销事项减少贵州泰永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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