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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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德龙 60338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童 樊理 

电话 0512-65461690 0512-65461690 

办公地址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

号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

号 

电子信箱 SD@etron.cn SD@etr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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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615,014.03 1,029,958,464.65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8,332,516.41 763,847,620.6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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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09,399.40 38,795,493.65 170.16 

营业收入 482,435,620.32 439,854,563.28 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684,895.79 51,749,382.89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9,012,565.71 46,605,705.55 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9 7.24 减少0.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2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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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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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新栋 
境内自

然人 
37.23 59,560,680 59,560,680 无   

王明 
境内自

然人 
24.82 39,707,160 39,707,16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614,000 

苏州詹姆士贝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02 12,837,360 12,837,360 无   

王静文 
境内自

然人 
2.11 3,383,040   无   

邱格屏 
境内自

然人 
1.19 1,897,860   无   

王志良 
境内自

然人 
0.26 413,100   无   

卞宗元 
境内自

然人 
0.23 365,000   无   

刘德才 
境内自

然人 
0.20 314,656   无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

合 

其他 0.19 300,000   无   



郁慧英 
境内自

然人 
0.18 288,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贝拉投资有限合伙人钱小洁系钱

新栋配偶，持有贝拉投资 73.12%的出资额，钱新栋持有贝

拉投资 0.55%出资额，系贝拉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钱

新栋与贝拉投资为一致行动人。2、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除王静文与邱格屏外均系社会公众股东，公司未知上

述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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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经营方针指导下，不断建立和整合目标市场的竞

争优势。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82,435,620.32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217,091.97，同比略有下降，降幅为-4.89%。公司业务的稳步

增长，主要源自于公司对“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的经营发展战略的坚

持与落实。报告期内，来自全球细分市场的优质客户数量及产品种类均有快速增长。 

2019 年，公司在营销体系、市场开拓、精细化管理、智能制造、国际化人才培养、全面风险

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提高客户满意度。 

1、营销体系 

2019 年，公司秉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注于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

构建了新型的市场营销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的品牌形象、产品定位、细分市场定位、营销渠



道定位，进一步扩充营销队伍，投入资源，完成了新客户开发的数量目标，实现了销售额的持续

增长。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在品牌营销、渠道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以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

发展。另外公司将全面升级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提升企业的业务管理能力，利用互联网技

术来协调企业与顾客间在营销和服务上的交互，向客户提供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其最

终目的是有利于吸引新客户、提高老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快速增加市场份额。通过 CRM 系

统改善后的营销和服务流程，将为销售活动的成功提供有利保障。 

2、 市场开拓 

公司在拓展电子制造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地加强为客户提供产品研发、可制造性分析、测试

开发、技术咨询及供应链整合等更多的增值服务。以工业控制产品、通讯产品、医疗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及高端消费电子产品为发展重点。 

公司当前在武汉设有子公司，在天津设有分公司，在上海、杭州、北京设有办事处，以拓展

当地的业务，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 

公司依据新型的市场营销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销售管理体系，包括客户满意度管理系统及客

户固定会议管理系统，通过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客户满意度，获得更多订单及口

碑。 

3、 精细化管理 

公司“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业务模式对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通过多年的积累，公司无论在客户及项目信息化管理、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生产制程及品

质信息化管理、产品开发信息化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都已经全面应用

信息技术，实现了及时、完整、准确、有效的可视化管理，以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为公司高质

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公司将在精细化分类的基

础上，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 智能制造 

2019 年，公司导入 ASM智能 SMT 软件系统，导入防错料和追溯系统，在接料的同时，可以实

现两面物料同时架上设备，大大的减少了换线时间，提升了效率。 

2019 年，公司进一步推进、完善智能仓储系统，除了原先的 SMT7 寸盘物料，通过 LED 亮灯

系统，对物料进行自动储位分配、分类存储，实现了快速领料、先进先出等高效、精准的仓储管

理，提升了仓库人员工作效率及准确度。 



2019 年，对大项目 Slammer 进行精准智能化开发，完善了大项目的自动化生产，实现了产品

从投产到成本的生产自动化流的工艺，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质量，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2019 年，完成了 ERP 的选型工作，并在 5 月份开始实施 SAP 项目，预计在 2019 年完成改造，

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透明性，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企业形象。 

2019 年，开发了与供应商 ERP 系统直接数据对接系统，可以和供应商直接进行 EDI数据交换，

提升预测及订单的及时传递和处理，减少浪费，提高管理效率。 

5、 国际化人才培养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客户，加大与全球供应商的深入合作，公司一贯重视人力资源的国际

化培养。员工通过参加定制化的内部培训、专业的外部培训（如：法国企顾司和香港大学的专业

管理课程）、国外客户和供应商的商务拜访、国际电子展览会等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运营与

管理经验。公司通过发掘人才并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将员工个人职业目标与企业发展需求合理匹

配，促成员工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高度统一。 

6、 风险管控 

2019 年公司对各项重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修订，完善了包括内部审

计制度、信用管控系统在内的内部控制框架。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管理，进一步保障公司经营

管理合法合规和运行安全，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了公司战略目标

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股东及相关利益方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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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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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