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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9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9-096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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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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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代英 张富涵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 5 栋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 5 栋 

电话 0755-26986749 0755-26986749 

电子信箱 message@zowee.com.cn message@zow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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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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329,373,837.21 1,620,262,055.92 1,620,262,055.92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77,600.12 34,484,022.20 27,404,333.50 -1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88,022.63 3,969,635.13 1,451,035.83 51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441,771.68 23,102,068.81 23,102,068.81 80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61% 1.28% -0.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438,514,961.10  3,469,550,546.16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8,153,289.13  1,985,095,802.8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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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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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传武 境内自然人 17.35% 100,502,120 93,784,620 质押 95,753,930 

深圳市上元星

晖电子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0% 24,327,784 24,327,784 质押 24,320,000 

深圳市中科祥

瑞资本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6% 21,804,097 21,804,097 质押 21,804,097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1.99% 11,552,730 0   

李国辉 境内自然人 1.42% 8,228,920 0   

王卫 境内自然人 1.23% 7,103,393 7,103,393 质押 7,100,000 

百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

其他 1.16% 6,692,401 0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传统保险产品 

魏杰 境内自然人 1.15% 6,640,000 0   

深圳市上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元 5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0.91% 5,281,835 0   

深圳市聚睿投

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4,000,000 4,000,000 质押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夏传武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中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深圳市上元星晖电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的普通合伙人，持有上元星晖 1%股份，上元星晖全体合伙人委托上元资本为执行事

务合伙人，代表上元星晖执行合伙事务，故认定上元资本与上元星晖为一致行动人；本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国辉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8,228,92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股东魏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64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股东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元 5 号私募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264,15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679

股；      

以上股东中，股东魏杰使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减少

了 150,000 股；股东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元 5 号私募基金使用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减少了 5,643,479 股，使用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较报告期初减少了 1,365,321 股；其他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上述股东在报告期内变

动情况请参见《持股 5%以上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格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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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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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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华为、中兴等已相继发布5G手机，其他

手机厂商也有发布5G手机的预期，加速了5G概念商用落地，同时也对相关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的变革。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

环境，公司紧密围绕2019年度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聚焦主业，锻造制造体系的优势竞争能力；强化管理，助力公司高效开

展各项经营活动；前瞻布局，激发企业稳步成长新动能，公司也再次进入深圳500强企业榜单。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9,373,837.21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95%，营业成本为1,144,003,012.78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23.15%，投资收益为12,904,806.34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2.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77,600.12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71%。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子公司天津卓达减少毛利率低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订单所

致，营业成本下降主要是收入下降导致成本下降、本期代料加工模式占比降低及纯加工模式占比上升所致。本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988,022.63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1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

是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着力于下述工作的推进： 

1、加大业务整合力度，优化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分析了公司产品业务结构及现有业务的盈利状况，整合毛利率低的业务，集中资源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业务。 

在3C电子领域，厂商格局稳定且集中度高，公司始终坚持大客户战略，积极与小米、华为、360等国内知名品牌商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JDM模式（联合设计制造）提供从设计到供应链及智能制造的高效率高质量的交付来提升公司整

体竞争力，也是公司深入为大客户提供更大增值服务的措施落地，与核心客户共同探索更多新兴业务潜在可能性。 

2、以创新驱动转型，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研发，并设有针对于不同业务方向的专业研发团队，旨在加强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包括

智能硬件、自动化装备、工业机器人、量子点技术等领域多项关键技术。报告期内，公司在核心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及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拥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等100余项。同时，公司持续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培育新产品市场，加大IOT

等产品技术创新投入，深入探索新兴技术落地应用场景，以此配合公司进行业务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企业综合盈利能力。 

3、强化流程管理，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2019年2月，公司成立了企业管理部，并配备专业资深人才，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企业变革项目强化公司的流程管理体系

建设，实现内控管理体系的提升，并优化战略传导机制。目前企业管理部已完成多条核心OA关键审批流程IT系统优化实施，

明显提升了日常工作效率，通过加强日常审批当中关键控制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达到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目的。 

4、持续加码智能制造，推进智慧工厂建设 

经过多年制造工艺积累，公司目前研发并装备了系列产品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实现自动化上下料、焊接、点胶、装配、

超声、测试以及包装等多工序的全程自动化生产，逐步通过以机器人替代人工，提升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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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动化的同时，公司同步在加速信息系统的发展，自研的MES制造执行系统已结合IE精益制造，导入了JIT供料模

式（即根据生产计划和生产工艺路线，生成相关供料计划使物料供应部门能够在准确的时间、把准确的物料、以准确的方式

和准确的数目送到准确的工位），减少物料传递的中间环节，配合自动化生产线，实时监控各类设备运行状况，实现设备、

产线、生产和运营的互联互通，打造可视化生产车间，持续推进智慧工厂的建设。 

5、进行投资布局，助力公司实现战略目标 

2019年1月，公司于西安设立了卓华联盛全资子公司，主要是增强公司在4G/5GCPE、终端、可穿戴等相关产品的研发

实力，进一步拓宽与核心客户在IoT等领域的合作机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19年5月，公司转让了参股公司深创谷的部分股权，实现了部分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集中资金聚焦核心业务发展，

从而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 

2019年7月，公司的参股公司宁波容百（股票代码：688005）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

翼飞投资持有其1,869,350股股份，有望未来给公司带来不错的投资回报。 

     一系列的投资布局，为公司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迈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公司也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进一步优

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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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相继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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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的

企业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要求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变更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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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表，结合此项目会计政

策变更及企业实际情况，变更财务报表

格式。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变更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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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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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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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性质 直接 间接 

西安卓华联盛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 西安 技术开发  100  新设成立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昌智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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