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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2                           证券简称：天银机电                           公告编号：2019-069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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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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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银机电 股票代码 3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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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玲 李燕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碧溪新区迎宾路 8 号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碧溪新区迎宾路 8 号 

电话 0512-52691562 0512-52690818 

电子信箱 ty_ll@tyjd.cc ly42256703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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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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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8,300,856.29 396,774,907.27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478,613.83 74,921,000.27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9,021,286.99 72,953,794.08 -1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162,916.43 88,176,276.33 -168.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5.43%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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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734,402.15 1,911,270,652.8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1,593,838.50 1,326,856,788.97 1.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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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澜海瑞兴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8.52% 123,200,000 0   

常熟市天恒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3% 60,583,613 0 质押 39,670,000 

赵云文 境内自然人 5.26% 22,723,104 17,042,328 质押 15,610,000 

常熟市恒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2% 18,222,750 0   

华娟 境内自然人 1.92% 8,288,787 0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北信

瑞丰基金丰庆 9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7% 7,201,614 0   

梁志恒 境内自然人 1.47% 6,360,363 2,949,614   

刘美芳 境内自然人 1.22% 5,264,232 0   

瞿一锋 境内自然人 1.06% 4,600,000 0   

金洪正 境内自然人 0.93% 4,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天恒投资及恒泰投资为公司自然人股东赵云文之子赵晓东控制的企业，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天恒投资除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583,613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股 60,583,613 股；公

司股东金洪正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 股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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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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佛山市澜海瑞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5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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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争端为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大量不确定性。公司围

绕年度经营计划，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管理层领导下，砥砺前行，锐意进取，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公司上

半年度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总收入42,830.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5%；实现利润总额8,815.2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2%；实现净利润7,747.8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8%，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74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1%。公司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为：2019年上半年度，

冰箱行业产销量有所增长，特别是出口销量增长幅度较大，带动了公司压缩机零配件业务的增长。军工电

子业务方面，各子公司、孙公司进一步认清复杂的市场环境，为未来新的业务扩张领域所可能面临的激烈

竞争积极准备，受益于上述工作的初步的成效，公司军工电子业务在手订单量逐步增加，营业收入及利润

水平也逐渐恢复。 

    未来，公司将持续跟进行业转型趋势，围绕战略部署，审慎决策，秉承科学、严谨、精细的企业作风，

积极有序地推进新业务开发、产业链延伸，以创新激发内生力量，稳保企业发展活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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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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A、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9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

行前述四项会计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

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

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

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

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于2019年1月1日，本集团及本公司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单位：元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80,192,479.0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80,192,479.0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0,152,225.3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0,152,225.3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04,554,072.1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04,554,072.1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906,345.2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906,345.22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80,390,565.92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73,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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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7,060,565.9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3,187,270.0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3,187,270.08 

B、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7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会（〔2019〕8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

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

整。 

C、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3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

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D、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 

根据财政部2019年5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报表科目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如

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14,706,297.48 
应收票据 110,152,225.37 

应收账款 304,554,072.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1,686,063.89 
应付票据 43,930,563.75 

应付账款 167,755,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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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玲  

2019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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