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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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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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鼎控股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93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红

马丽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
鼎园区厂房 A11 栋
鼎园区厂房 A11 栋

电话

0755-29081675

0755-29081675

电子信箱

a-h-m@avaryholding.com

a-h-m@avaryholding.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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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338,660,786.33

9,479,764,536.71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9,314,448.49

430,314,949.29

4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4,980,457.14

359,299,822.35

46.11%

2,054,005,163.90

2,930,207,958.57

-2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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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本报告期末

3.52%
上年度末

-0.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422,183,002.75

27,353,470,148.53

-1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12,959,141.68

17,887,640,726.09

-2.65%

注：受 2018 年 9 月公司 IPO 发行新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增长水平与净利润增长水平相比较低。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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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港实业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66.38% 1,534,2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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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242,198

集辉国际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6.44%

148,954,568

148,954,568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兼善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
境内非国有法人
税港区兼善鹏
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5%

123,764,705

123,764,705

德乐投资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3.27%

75,619,803

75,619,803

悦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40,549,195

40,549,195

兼善投资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1.04%

24,031,764

24,031,764

毅富管理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1.04%

24,031,764

24,031,764

春华秋实（天
津）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秋实兴本（天
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02%

23,529,411

23,529,411

深圳市益富投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0.74%

17,084,836

17,084,836

深圳市信群投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0.67%

15,499,968

15,49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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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中:1、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均为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TW：4958）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兼善投资有限公司均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陈彬与孔茜倩管理的企业；3、德乐投资有限公司、悦沣有限公司、深圳市益富投资合
说明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4、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或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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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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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使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压力与考验，也给全球电子产业链的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持续动荡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继续以“稳增长、调结构、促创新、控风
险”为主要经营策略，通过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证收入稳定，同时，不断优化企业财务结构、加大新业务、新客
户的开拓力度，努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39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9% ；实现净
利润 6.0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60%。
（一）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利润水平不断提高
2019 年上半年受中美贸易战及下游终端电子产品消费需求萎缩影响，全球 PCB 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根据 Prismark 5 月
报告，其下调今年 PCB 行业增长率至-1.7%。
受 2019 年上半年全球手机出货量下滑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通讯用板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63.70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15.20%；为降低通讯类产品销量下滑对公司收入的影响，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拓展消费电子及计算机用板业务，报
告期内，公司消费电子及计算机用板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9.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05%。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市
场，报告期内，公司大中华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30.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9%。
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利润水平的提高，报告期内，公
司毛利率水平为 19.95%，较上年同期增长 2.26 个百分点，毛利水平的提升，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2019 年上半年公
司实现净利润 6.09 亿元，同比增长 41.60%。
面对行业景气度的下降，公司不断强化在技术及管理上的优势，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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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目前公司汽车电子业务在积极推进中，随着汽车电子市场的快速发展，预计汽车电子将成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增
长点。
（二）持续优化财务结构，严控财务风险
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公司不断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控管，于年初制定了全年资金计划，并每季度进行检讨调整，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充足的现金流，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为 28.70%，处于行业较低水平，公司拥有货
币资金 58.97 亿元，充足的货币资金为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有效管控应收账款及存货的风险，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投资节奏，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 2.08，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 87 天，存货周转率 3.38，存货周转天数 53 天，均处于较好水平。在资产管理方面，公司对重要资产均投保
了财产保险，投保覆盖率达 99%以上，有效降低了公司资产及财务损失的风险。
公司积极推进财务系统的信息化改造升级，规划建立资金预测系统，优化资金管理流程，推进建设以 IT 为基础的财务
管理制度与系统。
（三）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以“新材料、新产品、新制程、新设备和新技术”为主轴，以“轻薄短小、高低多快、精准细美”
作为研发方向，与一流品牌客户密切合作，掌握技术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并在关键技术上提前进行研发布局，保证公司在行
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2019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共计 5.51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5.89% ；完成研发专案 41 项， 其中顺
利导入生产 19 项。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专利 45 项，其中中国大陆 29 项，中国台湾 10 项，美国 6 项。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获得专利 654 项，其中，中国大陆 290 项，中国台湾 265 项，美国 99 项，以上公司获得专利中 90%为发明
专利。
公司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并联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广东工业大学、清华大学（新竹）
、交通大学(新竹)、成功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中兴大学、中原大学、逢甲大学等 20 位两
岸三市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成功举办鹏鼎首届电子电路技术交流大会，研讨与布局下一代电子产业技术。
（四）继续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募投项目“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柔性多层印制电路板扩
产项目”及“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高阶 HDI 印制电路板扩产项目”继续按计划推进，其中，淮安园区三期厂房
建设已完成，并进入验收阶段，秦皇岛高阶 HDI 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此外，深圳二厂建设工程中，一期厂房已完成封
顶，预计一期工程将于年内完工。
公司 ERP 建设工程已完成系统导入，目前进入最后测试阶段，预计 2020 年上线，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推动公司数字化
管理水平，提高公司管理效率。
（五）积极开展外延式发展
为加大对新市场的开拓，公司成立了对外投资小组，小组成员包括证券部、财务部、法务部等核心部门成员，通过市场
分析与研究，积极探讨公司外延式发展的路径与可能。未来公司将积极考虑通过外延式发展的方式拓宽公司的产品领域及客
户群，以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在 PCB 相关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六）不断优化企业人才结构
公司将持续优化企业人才结构作为支持企业未来发展的源动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招聘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322
人，并从全国 106 所高校招收应届毕业生 1,148 人，包括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资讯工程、环境工程、应
用化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等专业人才及管理人才组成了鹏鼎控股 2019 年菁干队伍，为公司后续发展
提供人才储备力量。
同时，
公司继续完善教育训练体系，2019 年上半年共计开展专班培训项目 37 个，
共开展 1,248 门课程，
总开课时数 3,267.5
小时，总训练人次达 249,288 人次，总训练时数 690,095 小时。公司与台湾大学联合开展了第四期鹏鼎 CMBA 训练课程，共
40 位主管参加此课程，此次课程为公司管理层提供专业的管理训练课程，提升了主管的综合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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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 2019 年颁布了《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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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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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六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
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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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本公司以美元 100.00 元(折合人民币 673.35 元)出资在新加坡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Avary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Avary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 在印度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Avary Technology (India) Privat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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