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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3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                  公告编号：2019-066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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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中精密 股票代码 0028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蓉 卿海登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电话 0755-86264859 0755-86264859 

电子信箱 0755-85242355 0755-8524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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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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4,511,523.24 749,365,750.83 3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83,405.18 80,536,161.91 -6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143,330.93 72,569,446.53 -7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825,708.34 66,521,992.49 6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8 -6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8 -6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6.87%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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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081,533.90 2,848,452,692.14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0,478,025.11 1,317,904,179.2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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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瑛 境外自然人 32.06% 93,389,576 93,389,576 质押 61,816,500 

张浩宇 境内自然人 26.79% 78,055,676 78,055,676 

质押（全部用于为

“凯中转债”提供

担保） 

48,409,620 

朱兵 境内自然人 4.15% 12,079,017 0   

深圳凯合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11,708,277 11,708,277   

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3,173,511    

梅卉 境内自然人 0.79% 2,302,576 0   

吴琪 境内自然人 0.71% 2,070,496 2,040,735 质押 1,95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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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全红 境内自然人 0.71% 2,070,496 2,040,735 质押 1,951,451 

深圳市鹏晟新

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1,405,382 0   

刘力匀 境内自然人 0.41% 1,192,5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吴瑛、张浩宇系夫妻关系，吴瑛系深圳凯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吴全红、吴琪系吴瑛之胞妹。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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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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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451.15万元，同比增长30.04%，实现利润总额2,880.56万元，同比下降69.55%，净

利润2,518.34万元，同比下降68.7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14.33万元，同比下降72.2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04%，主要系SMK并表所致；同时，汽车电控零组件及汽车轻量化零件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实现销售收入6,894.29万元，同比增长82.93%，占比7.07%，公司已获得戴姆勒奔驰、采埃孚、德国博世、日本

电装、马勒、比亚迪等多个知名客户的项目定点，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及汽车轻量化、智能驾

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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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68.73%，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受汽车行业周期调整，换向器及集电环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4.12%。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三电精密零组件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公司新产品业务进一步拓展，报告期内新产品项目报价数量、样

品送检数量、客户新增定点的项目数量、预估需求规模都大幅增加，导致研发、销售费用增幅较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

用4,958.26万元，同比增加97.06%，销售费用3,396.44万元，同比增加48.25%；同时，公司已获得核心客户数十个新产品项

目定点，其中，多款动力电池系统组件、驱动电机连接器、电控系统连接器已通过客户量产审核，预计明年上半年将陆续开

始量产，目前正处于量产准备阶段，公司为核心客户已定点待量产的新产品项目投入大量的量产资源，包括厂房、设备、人

员等，新增折旧摊销和人工等固定成本，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增加；此外，公司财务费用增加2,011.75万元，其中因可转

债尚未转股新增计提利息费用1,036.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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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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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因新设子公司而增加合并单位 1 家：惠州市凯中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张浩宇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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