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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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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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 60336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文玲 刘文玲 

电话 0518-85959992 0518-85959992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洲区瀛洲南

路199号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洲区瀛洲南

路199号 

电子信箱 liuwenling@solareast.com liuwenling@solare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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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5,366,469.28 5,807,914,774.16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75,835,708.43 3,059,296,585.49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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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14,534,666.11 -59,308,409.9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520,788,496.28 1,399,763,291.33 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31,575.10 -15,627,055.0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77,364.33 -41,684,356.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0 -0.4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93 -0.019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93 -0.019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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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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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75 462,000,6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9 18,352,800 0 未知  

吴典华 境内自然

人 
1.50 11,998,8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539,346 0 未知  

徐新建 境内自然

人 
1.25 9,969,576 0 无 0 

江苏月亮神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 8,316,365 0 无 0 

江苏新典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5 7,574,215 0 无 0 

江苏太阳神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0 7,198,665 0 无 0 

夏重阳 未知 0.61 4,890,000 0 未知  

马建华 未知 0.53 4,203,13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

事长徐新建持有太阳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8%股权，直

接持有公司 1.25%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太阳雨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江苏新典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月亮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太阳神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57.7219%、55.3464%、56.5979%的股权；吴典华为实

际控制人徐新建配偶。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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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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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订的经营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优化经营结

构布局，挖掘市场潜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研发能力建设，不断开发新产品，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产品保障；推进精细化管理，控制费用支出，推进提质增效；优化激励机制，营造良

好的干事创业氛围，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520,788,496.2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31,575.1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058,630.11 元。 各块业务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市场开拓：太阳能业务方面，报告期内，零售太阳能业务继续下滑，工程业务持续增加，公

司紧抓机遇，调整太阳能业务销售结构，重点开拓工程市场，推进多能源互补应用；厨电业务方

面，在整体行业下滑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实现销售收入逆势增长。上半年新增运营

商 17 家，新增云商 84 家，整体合作的运营商数量同比增长 79.5%；专卖店上半年净增长 383 家，

增长率 10%，全国门店总数同比增长 28%；空气能业务方面，公司继续以“深耕零售、突破工程、

领先采暖”作为战略指引，实现了空气源热泵在常规渠道市场的稳步增长。     

品牌建设：报告期内，太阳雨和四季沐歌两大品牌双双入选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 强首选

品牌。太阳雨品牌登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邀出席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四季沐歌品牌参展

2019 年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创新发展大会暨中国国际医疗建筑、装备及技术展览会（HCDE）、开

启“超级工厂”考察活动、亮相第 76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签约国际女子职业网联 WTA 年终总

决赛；帅康电气以国家“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大势为契合点，一方面通过“渠道下

沉和更深入的品牌推广”，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乡村厨房改造服务新生态，另一方面公司将进一



步整合资本和技术资源，加大力度进行系列化产品方案和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创造更智能更时尚

的产品，通过潜吸机系列化、脉冲增压洗技术集成灶等重新定义帅康产品，建立“绿色智能厨房

中心”。     

研发方面：太阳能业务，面对市场变化，公司持续进行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升级，通过“太阳

能跨季节储热”等创新模式，为各类客户提供从热水到供热采暖的整体解决方案；厨电业务方面，

引入具有国际一流工业设计能力的韩国、台湾专家团队，成功推出了潜吸机、隔烟灶、集成灶等

战略单品，对热水器产品进行全面的升级，对洗碗机、垃圾处理器等新兴产品也进行了布局，不

断扩充产品阵容和提升产品竞争力；空气能业务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目前公司在低温融

霜、自主变频控制、空气能与太阳能联动结合系统等方面储备了很好的技术基础，公司超低温全

直流变频冷暖机组多个核心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生产管理：公司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产品生产工艺过程控制，确保产品质量；重视生产

效率，加大技术改造，升级产品线，提升制造水平，实现人员精准配置；落实全员安全责任，促

进企业安全发展。报告期内，生产运营保持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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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财政部于 2019 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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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本报告第

十节、五、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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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