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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5                           证券简称：天瑞仪器                           公告编号：2019-044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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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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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瑞仪器 股票代码 3001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廷良 朱蓉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 1888 号
天瑞大厦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 1888号天
瑞大厦 

电话 0512-57017339 0512-57017339 

电子信箱 zqb@skyray-instrument.com zqb@skyray-instrument.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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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6,786,715.51 424,563,155.64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196,635.06 23,004,993.81 2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6,499,807.09 17,130,016.20 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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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43,090.84 -76,578,504.87 5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2 0.0498 26.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2 0.0498 26.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41%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10,050,312.00 2,229,188,925.77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5,459,257.43 1,604,617,965.04 0.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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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召贵 境内自然人 33.41% 154,266,123 115,699,592   

应刚 境内自然人 6.79% 31,365,186 23,523,889   

江苏天瑞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2.74% 12,660,00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4% 4,340,000 0   

朱英 境内自然人 0.66% 3,042,000 0   

李忠强 境内自然人 0.56% 2,568,500 0   

印处讯 境内自然人 0.47% 2,152,500 0   

杜颖莉 境内自然人 0.41% 1,872,000 1,404,000   

花田生 境内自然人 0.38% 1,763,978 0   

肖廷良 境内自然人 0.29% 1,320,000 9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英女士与应刚先生是母子关系，刘召贵先生与杜颖莉女士是夫妻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忠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68,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68,500 股。公司股东印处讯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131,0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021,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52,500 股。公司股东何达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2,8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1,122,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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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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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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半年度 2018年半年度 增减额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678.67 42,456.32 -3,777.64 -8.90% 

营业成本 19,067.62 22,983.40 -3,915.78 -17.04% 

税金及附加 308.82 286.47 22.35 7.80% 

销售费用 9,786.62 7,328.83 2,457.80 33.54% 

管理费用 3,960.60 3,811.36 149.24 3.92% 

研发费用 3,198.28 3,145.67 52.61 1.67% 

财务费用 -0.87 -255.06 254.20 99.66% 

其中：利息费用 193.34 149.84 43.50 29.03% 

利息收入 259.27 494.29 -235.02 -47.55% 

其他收益 1,667.36 1,304.49 362.87 27.8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57.65 136.51 121.14 88.7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05.78 -2,842.86 -2,437.08 -85.7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1.74 -60.15 91.89 152.77%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08.56 3,693.63 214.93 5.82% 

营业外收入 44.87 34.12 10.75 31.52% 

营业外支出 264.00 705.97 -441.97 -62.60%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89.44 3,021.78 667.65 22.09% 

所得税费用 576.39 705.49 -129.10 -18.30%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13.05 2,316.29 796.76 34.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19.66 2,300.50 619.16 26.91% 

少数股东损益 193.38 15.79 177.59 11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49.98 1,713.00 936.98 5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4.31 -7,657.85 4,153.54 54.24%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8,678.67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777.64万元，下降8.9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919.6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6万元，增幅2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649.9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6.98万元，增幅54.7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504.3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153.54万元，

增幅54.24%。 

   一、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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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资子公司天瑞环境本报告期营业收入921.54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501.08万元，下降79.11%。 

2、控股子公司磐合科仪本报告期营业收入9,141.5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614.39万元，下降28.33%。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未发生大额资产减值事项，而去年同期控股子公司厦门质谱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公司对厦门质谱的股权投

资及往来款项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了去年同期净利润1,627.37万元。 

2、报告期内其他收益比去同期增加362.87万元，其中：增值税软件退税增加174.45万元，政府补助增187.97万元。 

   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1、本报告期收回的货款比去年同期增加3,350.12万元，致使经营现金流入比去年同期增加1,876.76万元。 

2、由于前期库存备货致使本报告期采购付现减少3,722.57万元，使得经营性现金流出比去年同期减少2,276.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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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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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本期变动情况 备注 

四川天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天瑞”） 

6,000.00 2019年5月22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自2019年6

月纳入合并范围。 

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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