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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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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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达 6036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鑫 黄杭炳 

电话 0571-82838418 0571-8283841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北塘路52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北塘路52号 

电子信箱 shengda@sdpack.cn shengda@sdp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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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814,164.82 1,969,633,146.07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86,704,715.97 1,014,330,145.57 7.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541,175.18 83,746,145.28 -44.43 

营业收入 609,598,734.24 601,378,505.47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378,737.69 70,727,280.10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927,307.67 66,878,271.19 -1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9 7.72  -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 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 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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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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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4.56 269,042,700 269,042,700 无 0 

重庆睿庆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65 78,133,032 78,133,032 无 0 

杭州富华涌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9 5,000,000 5,00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包皇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5 3,050,000 3,05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大胜人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8 3,180,000 3,18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聚胜威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7 2,425,000 2,425,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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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管理基础，理顺管理流程，持续构建高效运作的生产运营管理机制，

以安全生产为保证，以创新管理为手段，牢固树立精细化的管理理念，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2019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959.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3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3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3%。 

半年来，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方针和年度经营目标，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推进两化融合 

上半年，新疆大胜达工厂已正式投产，大胜达智能工厂进入试生产阶段，随着生产设备的引

入和工业物联网平台的搭建，社会各界反响良好，被列入杭州市数字化攻关项目、萧山区智能制

造项目等。基于工厂运营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支持了智能工厂效率更优、工艺更优、库存更

优、成本更优的数字化管理和决策；同时，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决策平台，有效支持了营销市场

拓展、明确了物料最优化采购目标，全面助力公司发展。 

2、持续深化品牌建设，加强市场开拓 

上半年，公司以加强品牌建设为着力点，及时掌握市场形势，转变经营理念，创新营销方式，

进一步提高分析市场、争取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强化市场竞争环境分析预判，采取灵活多变

的销售策略打开产品销路，维护现有优质大客户并开发新的优质目标客户，增加高附加值产品，

同时规划好新工厂投产后的营销跟进工作，确保质量效益双丰收。 

3、持续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降本增效 

公司持续加强内部管理，上半年陆续建立、健全了多项规章制度，加大精细化管理力度，深

入挖潜增效，压缩管理成本，充分发挥标配的导向作用，实事求是地落实并督促执行情况，查找

差异原因，抓住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落实解决措施。根据各个工厂的制造优势，持续做好成本

优化工作，用最低成本生产出客户满意产品。 

4、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持续加大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力度，利用多年来的专业技术积淀，积极探索技术创新，

并通过各项技改措施实现技术升级，在满足客户不断更新的产品需求的同时，巩固公司在行业中

的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5、持续强化薪酬考核，提升人资储备 

上半年，公司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的薪酬管理方案，推行新的考核理念，

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借助科学的评测体系，提升了绩效考核的标准化、合理化、流程

化，为公司的长远战略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培养管理人才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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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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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380,000.00 元，上期金

额 1,430,709.52 元 ； “ 应 收 账 款 ” 本 期 金 额

306,734,374.44 元，上期金额 302,371,259.81 元；“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216,533,800.00 元，上期

金额 257,080,000.00 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

212,555,210.78 元，上期金额 245,610,086.16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将按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

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单独列式，比较数据不调

整 

调增“资产减值损失”2019 年 1-6 月金额 281,533.57

元，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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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

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 23,497,463.40 元；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23,497,4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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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