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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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正股份 60399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玮琴    倪雯琴 

电话 021-54155612  021-54155612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北横沙河路268号  上海市闵行区北横沙河路268号  

电子信箱 zzdh@sh-original.com  zzdh@sh-origi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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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693,852.02 817,414,936.32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6,533,432.70 491,870,655.7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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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7,728.27 -99,337,770.45   

营业收入 224,154,242.88 243,510,064.32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8,376.64 12,647,697.76 -4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65,555.90 12,443,215.20 -4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2.70 减少1.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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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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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89 33,456,080 33,456,080 质押 32,870,000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8 5,053,920 0 无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6 4,519,045 0 无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 2,304,258 0 无 

  

叶龙华 境内自然人 2.55 1,900,000 0 无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1,662,100 0 无 

  

王晓东 境内自然人 2.00 1,490,000 0 无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1,393,116 0 无 

  

吴敏霞 境内自然人 0.34 251,000 0 无   

吴栖钢 境内自然人 0.30 225,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与公司股东纳华

公司的唯一股东均为翁文彪。翁文彪持有至正集团

16.25%的股权，持有纳华公司 100%的股权。翁文彪同时

担任至正集团和纳华公司的董事。 

2、公司股东泰豪银科与泰豪兴铁均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的企业。  

3、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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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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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愈发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靠创新求发展”的经

营理念，积极实践“客户为先、创新驱动、诚信务实、协作担当”的核心价值观。伴随行业监管

加强、行业集中度提高以及下游客户对产品品质需求进一步提升等客观情况，公司作为行业内的

优质企业，与大客户加深合作，并且积极进军电力电缆及电气装备电缆材料领域。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2,415.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8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8,653.34万元。 

公司坚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在行业里始终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创新是引领发展和变革的第

一动力，公司坚持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抓住市场发展变化趋势，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包括先

进设备的使用、研发团队的梯队建设等，掌握差别化的核心技术。 

下半年公司仍将坚持依靠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公司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逐步落实公司的战略规划。重点经营计划如下：（1）针对国内市场，公司将大力推广高附

加值产品。确保公司在通讯市场领先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发电气装备和电力市场。同时，公

司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以销售渠道建立和产品销售为切入口，探索发展国际业务的模式，为公

司走向国际市场作准备。（2）公司将持续加强创新投入，加大技术开发力度，使公司的创新研发

能力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公司将建立技术人员梯队管理模式，为营销和公司其他职能部门培

养和输送专业人才。（3）公司将大力推进智能化生产制造，以质量管理体系为主线，积极利用信

息化手段，优化生产流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各项费用的控制，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品牌

竞争力。（4）公司将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加大对外合作力度，重点推进横向并购，丰富公司产品

线，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公司将积极寻找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种合作机会，整合各项优质资源，

扩展公司利益的新增长点。（5）公司将进一步夯实内部管理工作，完善公司各项制度，规范管理

机制，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工作，推动职业健康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保障公司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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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将涉及应收款项的资产

减值损失部分金额重分类至信

用减值损失。 

/ 

 

追溯调整：本期信用减值损失

金额为-251,180.95元，上期资

产减值损失调减-103,194.96

元 ， 信 用 减 值 损 失 调 增

-103,194.96 元。 

根据财政部 2019年 4 月 30 日

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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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详见如下其他说明 



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修订。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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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29,039,901.08  

应收票据  61,785,254.67 

应收账款  267,254,646.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092,461.87  

应付票据  19,500,000.00 

应付账款  35,592,461.87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

的时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调整部分固定资产

的折旧年限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 

2019.2.1 
累计折旧减少 2,286,110.02 元 

固定资产净额增加 2,286,11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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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