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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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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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嘉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84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映波

谭永平

办公地址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 68 号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 68 号

电话

0731-88059111

0731-88059111

电子信箱

tjxc@bichamp.com

tjxc@bich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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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7,614,419.87

212,773,504.83

-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63,119.70

32,958,625.12

-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743,085.90

30,401,232.17

-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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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500,880.84

18,769,560.55

17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

4.99%

-1.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743,801,452.74

787,518,777.97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7,329,221.09

588,866,101.39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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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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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5%

58,897,350

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6%

48,000,000

0

邦中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38%

17,602,650

0

湖南长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7,500,000

0

上海柏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2,151,350

0

李淑华

境内自然人

0.62%

1,295,373

0

姚国荣

境内自然人

0.33%

689,000

0

张立学

境内自然人

0.29%

609,000

0

北京银聚丰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563,600

0

吴静安

境内自然人

0.27%

558,600

0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8,935,000

质押

7,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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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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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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国内生产经营的
恢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前期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已随着疫情的好转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但目前全球疫
情仍存不确定性，国际经贸形势愈发复杂。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克服困难，于2月10日全面复产复工，以最快速度、绝对负责的态
度全面落实了十余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确保员工身体健康，沿着“做精品，树品牌”主轴线，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项考验。
在国内生产经营逐步恢复的形式下，公司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新产品研发、营销模式创新升级等，
确保了国内销售的基本稳定态势。报告期内，国内实现销售收入16,422.57万元，同比下降1.61%；但因出
口占比较大的欧美地区新冠疫情较为严重，销售业绩下滑明显，出口实现收入2,338.87万元，同比下降
49.01%。出口收入大幅下滑对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761.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46.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88%。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坚守疫情防控，保障公司复工复产。
1月27日，公司紧急成立了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全方位布置了公司疫情防控期间门岗管理、消杀、
就餐、宣传、防疫物资使用、驻外管理等管控措施并落实实施。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
进行疫情防控。
2、扎实落地新产品战略规划，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了新产品开发体系，重点推进落实了新产品3－5年规划。2019年11
月推出MTCUT精密磨齿型双金属带锯条、CB-X925系列硬质合金带锯条、TCB-WOOD系列硬质合金带锯
条三款新产品，分别瞄准了大尺寸模具钢、大型高温合金和高端木料切削领域。2020年上半年，三款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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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额占公司高端产品销售额的8%。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释放创新动力，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让有竞争力的产品脱颖而出。以客
户为中心，围绕高速、智能化锯切开展新产品研发，持续在重点细分锯切领域展开新品研发，实现高端产
品的持续增长。目前在研产品包括钛合金切割专用系列、结构钢切割专用系列、高效切割专用系列等。
3、升级营销模式，实施“大客户直销+直接用户锯切整体服务”
。
长期以来，国内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汽车制造、大型锻造、核电等重点行业用户，在锯切大型高温
合金、模具钢、不锈钢等难切材料时，常面临锯切成本高、锯切效率较低、产品应用难点多等难题，并且
该市场长期为进口品牌所占据，给行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一基本点，为用户量身定制覆盖前端咨询、锯切产品开发、锯
切参数优化、产品创新升级、专业技术专家现场管理、精益精细生产、后市场服务等一揽子锯切服务，助
力用户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助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2020年5月，公司与中国中车旗下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核心零部件制造商中车天力签署“锯切业务降本
增效项目”合作协议。目前，业务已经全面深入展开，有序推进。泰嘉股份通过锯切设备投入、人员投入、
技术改造等，全面负责中车天力锯切车间的运营，为车轴材料下料加工提供锯切支持。同时，目前公司已
通过产品直销与服务，与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重点用户形成紧密合作。
4、持续精益管理，不断提高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引入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大力推行第三季精益管理辅导，通过对关键指标的控制
与优化，提升管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月均改善提案件数1.06件，较2019年月均0.85件提升24.7%；
人均改善参与率63.29%，较2019年全年平均值51.47%提升11.82%。2020上半年，产品综合成材率较2019
年提升1.04%。
5、纵深推进智能制造，夯实发展基础。
公司智能制造改造主要围绕自动化连线生产作业系统、设备自动化升级、智能数字化在线检测系统及
MES制造执行系统进行。
报告期内，自动化连线生产作业系统已建设完成，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复合材S弯
监测，调平工序刀弯、S弯在线实时检测装置的使用，车间监控系统实现全覆盖等，促进了公司自动化、
数字化、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MES系统已完成基础资料准备、弱电施工及网络改造，全面上线运营后，
生产组织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6、优化产品结构，着力拓展高端产品销售。
公司持续优化生产组织与布局，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端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力度，全面参与高端市场
竞争。公司高端产品为高品质高速钢系列带锯条和硬质合金系列带锯条。报告期内，高端HB系列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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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比增长9.73%，硬质合金带锯条销售额同比增长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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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相关规
定，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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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鸿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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