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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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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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普林 股票代码 0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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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华 吴彦丽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53 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53 号 

电话 022-24893466 022-24893466 

电子信箱 ir@tianjin-pcb.com ir@tianjin-p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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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20,479.54 207,061,079.25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32,298.06 5,739,412.21 7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57,301.35 4,367,383.87 7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25,426.95 -7,301,685.71 3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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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1.5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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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291,426.17 581,675,491.99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887,325.04 391,755,026.98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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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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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5% 62,314,64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5% 47,334,000    

苏明 境内自然人 3.03% 7,460,581    

李敬修 境内自然人 1.99% 4,898,279    

黄芝美 境内自然人 0.61% 1,505,100    

陈潮海 境内自然人 0.60% 1,466,400    

李丹 境内自然人 0.59% 1,444,200    

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296,486    

姜海涛 境内自然人 0.51% 1,265,700    

白丰新 境内自然人 0.50% 1,229,4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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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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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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92.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13.23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54%。2020 年上半年，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提高销售收入，

提升盈利水平，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1）强化市场开拓，逆流而上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一季度国内市场客户复工复产缓慢，二季度国际市场客户生产及

国际物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断加剧。在特殊时期，公司积极行动，严密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全面统筹快速分批复工，

积极恢复生产，凭借着可靠的产品、专业的服务以及行业的深耕细作，有效保证了已有客户的需求，并持续加强市场开拓，

增加收入。同时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优先保障医疗领域客户需求，为防疫物资提供配套服务。 

（2）优化过程控制，追求品质 

公司继续秉承“以顾客为中心 ，以质量求发展；强化状态管理 ，追求一次做好 ”的质量方针，持续提升品质。技术

方面，从优化工程设计软件，到工艺能力匹配，再到技术文件指导，通过技术保障品质；生产方面，严格执行“不接收不良、

不产生不良、不流出不良”的自检互检流程；设备方面，强化日常点检及维修保养，并逐步加大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依靠设

备保障品质；品质方面，不断完善首件过程检验方法和标准，并建立二级点检制度，监控关键过程，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品质

数据，滚动制定专项品质提升计划，守牢内部质量关。 

（3）深化技术创新，引领发展 

为了适应终端产品多功能、小型化、轻量化的发展趋势，PCB 技术将不断向高集成化、高性能化及绿色生产方面发展。

公司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及客户要求，导入更先进的设计工具，并持续深化精准研发，增强客户粘性；结合生产运营及设备参

数，持续深化工艺改进，增强技术匹配性。通过技术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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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化成本管控，提质增效 

持续进行自动化及信息化升级，全面细化成本管控。优化工艺流程，从生产前端的设计环节，统筹指导生产成本降低；

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和资金成本；提高一次合格率，消除品质隐患，并降低质量成本；提高自制

设备能力，增强适用性，并降低外购成本；持续开发 ERP 系统，完善数据库功能，增强信息共享，提高管理效率，并降低

管理成本。公司不断探索细化有效的管控措施，提升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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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根据首次执行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020年2月26日经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

月28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2）会计估计的变更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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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太金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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