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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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生力 60333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盛 黄新娟 

电话 0750-5588095 0750-5588095 

办公地址 台山市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 台山市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 

电子信箱 dcenti@vip.163.com dcenti@vip.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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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599,514.40 799,867,451.32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3,218,290.53 558,823,743.84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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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5,910.23 16,495,609.08 366.58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441,030,486.84 413,110,267.05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47,580.00 13,060,605.05 -2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71,671.14 11,917,261.62 -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0 2.33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3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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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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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14 129,060,191 123,623,500 无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境外法

人 

18.37 78,669,500 78,669,500 无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境外法

人 

5.25 22,477,000 22,477,000 无   

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2 13,352,593   无   

汕头市日冠阳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1 12,878,242   质押 12,878,242 

红河州建水县康晟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4 7,890,939   无   

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3 7,821,770   无   

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1.75 7,479,065   无   



人 

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9 6,796,724   无   

颜蓬 境内自

然人 

0.39 1,650,53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LEXIN INTERNATIONAL INC、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是实际控制人赵瑞贞、罗洁、

Sindy Yi Min Zhao 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持有公

司股权，赵瑞贞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70%的股权，罗

洁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12%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16.4813%的股权，Sindy Yi Min Zhao

持有 LEXIN INTERNATIONAL INC100%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14%的股权、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

司 18%的股权。实际控制人通过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50.12%的股权。2.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迪生力高管参股的

企业。3.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为迪生力监事陈敏

参股的企业。4.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为迪生力董事周卫

国参股的企业。5.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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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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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摩擦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经济形势、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趋势，公

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和部署下以年度经营计划为中心，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利用现有销售渠

道和国际知名品牌，加大成本管控，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力度开发优质产品，巩固市场份额，保



持公司平稳过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运营平稳，公司营业收入 44103 万元，同比增加 6.76%，主要是因为公

司的经营模式及拥有自己稳定的销售渠道，面临全球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公司加大力度开发新

产品，稳固现有市场，开拓新的市场，保持海外销售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15万元，同比减少 22.30%，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摩擦增加关税、

国内生产成本增加，公司开发新的市场费用同时增加，销售成本增加等不利因素造成。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情况: 

1、发挥北美洲原有稳定的销售网络，采取有利的销售策略抢攻市场，调整升级管理模式，降

低库存及成本，保持北美市场占有率。 

2、响应一带一路号召，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力度开拓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市场，同时加速设

立国内市场经销网络，提高综合营收能力。 

3、坚持研发创新，以客户为中心，开发新款式、攻关新工艺，促进产品升级，提升产品竞争

力，进一步扩大销售份额。 

4、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和自身研发综合实力的提升，

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模式，与国内外权威科研机构、知名高校、企业等建立

起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为进一步夯实研发实力。 

5、公司计划在巩固完善原有的经营业务和经营模式的前提下，努力寻找优质行业和项目，扩

大综合经营范围，增加公司经营收益，推动公司升级，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需求。 

6、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公司战略，部署开展各项工作。认真学习

贯彻监管部门的监管文件，领会监管精神，坚持合规运作，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维护股东利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综合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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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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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

上述通知要求，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

目； 

2、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

目； 

3、在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

债权投资项目”、“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项目；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在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



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6、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7、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

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

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修订通知》的规定，公司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起按照《修订通知》相关要求进行财务

报表的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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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