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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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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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唐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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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5,187,654.50 12,840,963,367.92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921,205,517.04 6,017,816,041.6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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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88,961.45 161,146,209.09 160.32 

营业收入 5,808,905,428.03 4,854,538,522.10 1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32,841,757.67 539,611,121.13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1,962,433.34 504,417,402.15 -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78 10.45 减少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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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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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 334,638,845 0 无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5.41 326,283,920 0 无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04 254,996,590 0 无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67 162,418,122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2.11 44,676,530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1.70 36,001,161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91 19,287,863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未知 0.79 16,828,710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7 14,132,947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未知 0.66 14,037,0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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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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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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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上半年生产各类覆铜板 4,406.91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4.45%；生产半固化片

5,813.50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4.16%；生产印制电路板 555.05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28.24%。销售各类覆铜板 4,169.29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9.92%；销售半固化片 5,703.99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4.55%；销售印制电路板 548.43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21.66%。

实现营业收入 580,890.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66%。其中： 

1、陕西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 961.95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3.12%；生产半固化片 459.15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88.15%；销售各类覆铜板 927.19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0.60%；销

售半固化片 465.67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96.17%。实现营业收入为 94,962.36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22.41%。 

2、苏州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 1,096.07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9.86%；生产半固化片

2,077.80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27%；销售各类覆铜板 1,047.06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36.14%；销售半固化片 2,110.67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05.16%。实现营业收入为 117,700.7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2.71%。 

3、生益电子生产印制电路板 555.05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28.24%；销售印制电路板

548.43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加 21.66%。实现营业收入 100,213.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96%。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18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增长有所放缓、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

义的抬头使得地区间贸易摩擦争端不断，不利于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发达国家中，

美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美联储渐进加息，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 4.6%；欧洲经济基本面较为疲

弱，货币政策收紧的速度相对缓慢；新兴经济体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美元走强等因素经

济复苏遇到较大挑战和困难。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上半年 GDP 增速达到 6.8%，

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较为平稳，金融部门稳杠杆的成效显著，但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和汇率等不



利因素影响，也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增长风险。电子行业虽然不乏 5G预研、通讯设备升级、汽车电

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亮点，但短期之内下游需求维持常态并在积极探索新的需求点，目前整

个电子行业产生的需求并不太明确。 

覆铜板行业在 2018年整体走势保持缓慢增长且影响因素复杂。本公司从今年年初承接了去年

2017年第四季度的传统旺势，但在第二季度，由于客户有一定的库存以及对产品销售价格有调整

的预期，整体市场需求放缓。除此之外，原材料供应偏紧及价格上涨、元器件涨价、中美贸易关

系的曲折发展、增值税税率调整以及汇率波动等因素也对市场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整体市场情

况较为复杂。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大力开发

新兴市场，通过集团各子公司和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基本维持了“满

产满销”。 

今年上半年原材料虽然供应偏紧，但与战略合作供应商的合作有效地保障了营销和生产的需

求；大力开拓海内外市场，积极布局高频高速、汽车电子、芯片封装载板、软性材料等领域；在

内部管理方面，严格落实全面预算管理，开展集团内制造成本对标，打造和实践具有生益特色的

“阿米巴经营”模式提高人均产出、降低生产成本及提升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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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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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