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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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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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科技 600520 中发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 毕静 

电话 0562-2627520 0562-2627520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路电

子工业区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路电

子工业区 

电子信箱 office@chinatrinity.com bj@chinatrin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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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86,706.32 967,311,900.76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12,592,763.14 442,218,666.57 -6.7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42,610.59 -34,303,739.96   

营业收入 124,688,315.62 149,039,617.52 -1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625,903.43 -18,619,66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3,715,605.51 -24,296,58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6 -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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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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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9 27,073,333 27,073,333 质押 27,073,333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7 20,388,437 20,388,437 无 0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02 14,283,884 14,283,884 质押 14,283,884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7 11,510,478 11,510,478 无 0 

李霞 境内自然

人 

2.62 4,150,000 4,150,000 无 0 

孙娜 未知 1.45 2,301,050 2,301,050 无 0 

唐菊芳 未知 1.16 1,843,256 1,843,256 无 0 

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9 1,567,903 1,567,903 质押 1,567,903 

李虹 未知 0.88 1,400,000 1,400,000 无 0 

宁波大榭开发区虹雪贸

易有限公司 

未知 0.87 1,380,000 1,38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

佳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

业”）、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资

产”）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三佳集团、瑞真

商业、文一资产均为一致行动人关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光集团”）与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通信”）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

未知除三佳集团、瑞真商业、文一资产、紫光集团、紫光

通信之外，上述其他五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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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和经营环境，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盯机遇，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务实进取，按照“市

场创新增效益，技术提升促转型，三年规划重落实，紧抓机遇谋发展”的经营方针，积极应对国

内外宏观经济和行业市场发生的变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公司持续加强和完善基础管理工作，努力降低产品制造成本，不断增

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了确保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公司每周定期召开公司总经理工作会议，

分析和落实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子、分公司经营情况及分析如下： 

（一）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主要从事

生产、销售和开发集成电路、塑封机及相关机械电子产品；注册资本 3061 万元，主营产品有：半

导体塑封压机、120T/170T 自动封装系统、LED 点胶机等。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20,443,277.02

元、营业成本 15,736,528.15 元、利润总额为-2,277,889.01 元 、净利润-2,277,889.01 元、总

资产 113,163,570.20 元、总负债 77,117,852.25 元（数据未经审计）。 

（二）铜陵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主要

从事生产销售半导体制造用模具、设备、汽车零部件等；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本公司控股

48.833%，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32,183,732.38 元、营业成本 26,408,753.54 元、利润总额为



-2,700,216.72 元、净利润-2,700,216.72 元、总资产 140,874,382.27 元、总负债 21,728,069.21

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安徽中智光源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 月，主要从事

生产销售 LED 支架；注册资本 1.1111亿元，主营产品有：SMD LED 支架。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6,841,293.55 元、营业成本 7,735,920.90 元、利润总额为-3,101,235.43 元 、净利润

-3,101,235.43 元、总资产 38,126,976.88 元、总负债 13,906,527.57 元（数据未经审计）。   

（四）中发电气（铜陵）海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00 万元，主要从事生产金属冲压件、注塑件、轴承座。2019 年

上半年营业收入 15,595,045.27 元、营业成本 13,568,953.52 元、利润总额为 843,158.20 元 、

净利润 843,158.20 元、总资产 49,639,581.38 元、总负债 33,735,163.70 元（数据未经审计）。 

    （五）挤出模具厂 

1、公司产品毛利率、期间费用分析 

（1）本期毛利率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略有增长； 

（2）其他业务利润主要是处理废旧物资，如废型材、废铜丝等，与上年同期相当； 

（3）期间费用及减值 

1）销售费用高于上年同期，主要支付佣金及其他费用的增加； 

2）管理费用高于上年同期，主要因发放的激励高于上年同期； 

2、库存物资分析 

（1）2019 年第二季度的库存金额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主要是在制产品的增加； 

（2）12 个月以上库存物资与去年年底比较：原材料钢材上涨，原材料钢材属良性库存； 

（3）6 个月以内库存物资与去年年底比较：原材料钢材下降，机修件下降，螺钉及标准件下

降，棒料及铝板下降，刀具下降，辅机下降。 

3、下半年重点工作计划 

    （1）非 PVC 及非门窗类挤出模具的市场开拓，如木塑全包覆模具、发泡挤出模具、辅机等； 

（2）寻找欧洲市场代理，拓展欧洲市场； 

（3）走访挤出机行业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利用现有市场资源，推动打包的项目工程； 

（4）计划成立新品开发组，针对节能型设备进行调研和制定方案。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公司实施发展规划、推进各项工作全面进步的关键一年，

公司上下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措施，进一步



加强团队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做好过程监督，实行奖罚分明，充分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全面完成公司既定的目标任务，实现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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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