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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2                           证券简称：中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2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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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半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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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股份 股票代码 3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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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强 朱峥 

办公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电话 0571-86522536 0571-86522536 

电子信箱 zydb@zhongyagroup.com zydb@zhongya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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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21,347.61 314,856,028.05 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617,165.48 98,693,528.83 -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9,095,886.73 74,213,013.08 -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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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404,311.22 -9,962,248.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37 -4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37 -4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6.79%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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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545,982.37 1,996,958,032.82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2,971,313.58 1,322,774,177.80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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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沛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3% 104,040,044 0 -- -- 

徐满花 境内自然人 10.18% 27,483,908 20,612,931 -- -- 

史中伟 境内自然人 9.86% 26,621,256 19,965,942 -- -- 

杭州富派克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13,420,080 0 -- -- 

史正 境内自然人 3.69% 9,970,492 7,477,869 -- -- 

杭州高迪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3,479,962 0 -- -- 

宋有森 境内自然人 1.11% 2,991,128 2,243,346 -- --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0.56% 1,499,918 1,124,939 -- -- 

史凤翔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747,833 -- -- 

宋蕾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747,833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满花系史中伟之配偶，史正系史中伟、徐满花之子，宋有森系史正之岳父。周建军系

徐满花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史凤翔系史中伟之兄。宋蕾系史正之配偶。沛元投资系

史中伟、徐满花、史正三人共同投资的境内非国有法人。史正系杭州富派克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和杭州高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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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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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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322.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5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61.7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4.66%。在实现企业稳健发展的同时，公司在技术研发、产品丰富、市场开拓等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具

体如下： 

1、技术研发 

公司坚持产品系列化、研发深度化、技术自有化的发展方向，围绕卫生高洁净程度、超高产能、功能集成化、设备成套

化及低碳环保等方面进行产品研发，推动企业的产品从“国内领先”向“国际先进”提升。同时开展智能AGV小车、自动

装车机器人、无人售货机等项目研发，丰富产品种类，扩大市场范围。  

2、拓展新领域市场，培育新增长点 

随着智能支付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购物便捷性（地点、时间的便利）需求的提高，能够24小时提供零售服务的智能无

人零售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并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公司依托自身拥有的设备研发及制造优势，拓展智能零售

设备业务。 

3、投资情况 

（1）2019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亚科创与栖港投资签署了《合资协议》，共同发起设立嘉兴栖港愿景一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资本为1.003亿元，其中中亚科创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1亿元，栖港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30

万元。中亚科创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管理团队、项目资源和平台优势，更好地把握投

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平台，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标的或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2）2019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亚科创出资1,000万港币在香港设立子公司。通过此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现国际化

经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加快公司海外市场拓展和国际化进程，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 

 （3）公司募投项目开展顺利，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投入使用，二期工程主体建筑已结顶，正在进行配套施工，预计于

2019年底达到可使用状态。 

（4）为充分提高公司资金收益率，公司在做好流动资金安排、满足经营需要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及投资，本报告期实现收益582.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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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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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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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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此项会

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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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中伟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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