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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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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唐英敏 工作出差 刘述峰 

董事 谢景云 工作出差 曾瑜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生益科技 600183 生益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温世龙   

电话 0769-22271828-8225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

411号 

  

电子信箱 tzzgx@syst.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294,516,265.72 9,533,874,733.79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82,493,473.62 5,047,061,303.47 2.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1,146,209.09 332,628,264.80 -51.55 

营业收入 4,854,538,522.10 3,895,679,310.71 2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39,611,121.13 316,233,605.84 7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04,417,402.15 311,124,035.94 6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45 6.74 增加3.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22 6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22 68.1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9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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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89 230,785,410   无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5.49 225,023,393   无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3.22 191,981,675   无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国有法

人 

7.71 112,012,498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2.12 30,811,4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13,405,723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3 11,999,719   未知   



－广发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5 9,500,0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47 6,875,803   未知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未知 0.46 6,630,96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外贸开发公

司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及各子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2017 年上半年生产各类覆铜板 3,850.66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4.65%；生产半固化片

4,682.43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8.25%；生产印制电路板 432.81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4.57%。销售各类覆铜板 3,476.7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39%；销售半固化片 4,579.70万

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7.24%；销售印制电路板 450.80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9.80%。实现

营业收入 485,453.8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4.61%。其中： 

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各类覆铜板 850.39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0.08%；生产半

固化片 244.03 万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2.27%；销售各类覆铜板 768.82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

加 4.34%；销售半固化片 237.38万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1.85%。实现营业收入为 77,579.0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30.42%。 

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各类覆铜板 844.06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41.50%；生产半

固化片 1,002.44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8.70%；销售各类覆铜板 769.11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

增加 36.03%；销售半固化片 1,028.81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7.65%；实现营业收入为 82,474.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2.21%。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印制电路板 432.81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4.57%；销售印

制电路板 450.80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9.80%。实现营业收入 81,503.16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12.97%。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自 2016 年第四季度开始加速并一直保持着这一势头，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比预期有所加快。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今年两次加息进一步推进了美国

利率的正常化，欧洲经济随着政治方向的明朗复苏渐强，日、韩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内上半年

经济运行延续了 2016 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受外部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房地

产市场升温等因素的影响，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有所增强，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工业生产和

企业效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电子行业保持平稳增长，家用视听行业产品继续“去库存”，除汽车、

通信设备和计算机行业增长较快之外，其它并无热点。 

本公司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延续至今年第一季度的旺势，产品依然供不应

求。同时去年下半年因为原材料供应紧张且价格走高，推动了 PCB 客户向终端提出升价的要求，

不少终端也认识到这是真实的市场情况并接受了很多升价要求，所以 PCB 客户订单情况向好且盈

利状况明显改善，覆铜板也从中受益。 

今年 5 月份开始，旺季出现回落，客户需求渐显疲软，原材料的供应量和价格开始有所松动。

随着市场行情的走低，且由于 PCB 客户去年准备了一定库存，销售量开始下降，供需矛盾有所缓

解，我们去年以来与个别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发挥了显著效果，新兴的市场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机会。 

今年上半年材料供应总体稳定，同时与战略合作供应商进行了一系列深度的技术合作，打破

了原有个别材料的供应垄断，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并有效地支持了营销工作；与此同时积极开拓海

内外市场，获得了一批知名客户的认证；在内部管理方面，严格按照全面预算管理的要求，成本

管控取得较大突破，从而更好地支持了预算目标的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上述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并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上述

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影响为：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2017 年半年度报告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其他收益增加 25,373,772.26 元，营业外收入减少 25,373,772.26 元。上述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

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述峰 

2017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