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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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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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4,103,452.13 12,885,924,860.59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885,679,293.15 6,402,503,408.72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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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792,522.59 428,107,485.68 151.99 



额 

营业收入 5,972,960,053.46 5,807,430,941.81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8,851,216.28 532,841,757.67 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948,985.94 481,962,433.34 2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0 8.78 增加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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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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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86 366,946,417 0 无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79 343,820,394 0 无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4.99 326,283,920 0 无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46 162,418,122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27 71,246,536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2.05 44,676,53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1.00 21,841,637 0 未知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1.00 21,674,174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未知 0.84 18,324,020 0 未知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自有资金 

未知 0.74 16,05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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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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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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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生产各类覆铜板 4,363.20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0.99%；生产半固化片

5,799.33 万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0.24%；生产印制电路板 489.49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1%。销售各类覆铜板 4,336.73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4.02%；销售半固化片 5,825.72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13%；销售印制电路板 463.62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减少 15.46%。实

现营业收入 597,296.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85%。其中： 

1、陕西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 971.3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0.97%；生产半固化片 589.65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8.42%；销售各类覆铜板 954.69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97%；销售

半固化片 587.82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26.23%。实现营业收入为 89,952.35 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5.28%。 

2、苏州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991.1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9.57%；生产半固化片2,371.11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4.12%；销售各类覆铜板 1,025.90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2.02%；销

售半固化片 2,355.10 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1.58%。实现营业收入为 109,371.55 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 7.08%。 

3、生益电子生产印制电路板 489.49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1%；销售印制电路板

463.62 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减少 15.46%。实现营业收入 128,279.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8.04%。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贸易摩擦争端

不断，全球经济放缓。在发达国家中，随着减税法案带来的支出动力逐渐减弱，美国经济增长动

能也逐渐减弱，美联储停止加息，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逐渐升温；欧盟制造业疲软，传统经济强

国意大利、德国增速下降，英国脱欧仍是欧盟内部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对比发达经济体日益加剧

的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较稳，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暂未显现。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上半年运行总体保持平稳，GDP 增速达 6.3%，工业生产基本平稳，高技术

制造业比重有所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减税降费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下半年仍然

面临较大下行风险。电子行业受宏观环境影响，消费电子无特别亮点，汽车电子有较大程度下滑，

5G 商用所带动的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需求增长值得期待。 



在公司经营方面，今年 1 月受时节性因素影响，市场需求较为平稳，从 2 月份开始，由于市

场需求整体放缓，情况不容乐观。4 月份随着国内经济回暖，市场需求有所回升。面对变化多端

的市场环境，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加大力度推进高频高速产品的推广和

认证，内部改造生产设备，并通过集团各子公司以及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取得了较好的

经营成果。 

在原材料供应端，较好地抓住了市场的拐点，与战略供应商进行深度合作，开拓了量价双赢

的局面；大力开拓海内外市场，积极推进高频高速、汽车电子、软板等领域的认证；研发积累了

多年的技术沉淀，在汽车雷达和软板高频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突破。在内部管理方面，继续深

入推行智能制造和精益生产，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深化实践具有生益特色的“阿米巴经营”模

式 2.0，提高人均产出、降低生产成本；结合工作分析和流程优化，并加强以“价值”与“贡献”

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整体提升公司人力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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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附注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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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