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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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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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02,024,1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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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亚制程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伍娜

陈晓晓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北区）1 栋 306A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
（北区）1 栋 306A

电话

0755-23818518

0755-23818518

电子信箱

wuna@sunyes.cn

chenxiaoxiao@suny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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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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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954,544,328.27

563,885,130.17

6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916,878.42

24,442,356.65

1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864,857.27

25,260,720.20

6.35%

-254,581,690.76

-171,198,719.57

-4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485

18.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4

0.0485

1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2.11%

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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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4,644,970.28

2,158,328,301.22

1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6,739,650.27

1,187,822,771.86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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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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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力达
境内非国有法
电子集团有限
人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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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

215,861,873

41,666,640

质押

87,800,000

质押

33,083,300

沈培今

境内自然人

6.57%

33,083,300

33,083,300

徐琦

境内自然人

4.17%

20,985,560

15,739,170

西藏金浦彰驰
境内非国有法
信息科技有限
人
公司

3.77%

19,000,000

19,000,000

江西伟宸信息 境内非国有法
技术有限公司
人

2.07%

10,416,660

10,416,660

江进

境内自然人

1.50%

7,542,600

许家文

境内自然人

1.25%

6,295,669

许珊怡

境内自然人

1.25%

6,295,667

许伟明

境内自然人

0.40%

2,000,000

付承涛

境内自然人

0.40%

2,000,000

0
质押

16,000,000

冻结

2,000,000

4,721,750

1、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许伟明先生于 2019 年 5 月因病逝世，徐琦女士、许珊怡女士、
许莎莉女士、许家文女士作为许伟明先生的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继承完成后，徐琦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 20,985,560 股，持股比例为 4.17%，许珊怡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295,667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持股比例为 1.25%，许家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295,669 股，持股比例为 1.25%。本次继承
的说明
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20 年 3 月办理完成，徐琦女士、许珊怡女士、许莎莉女士、
许家文女士与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伟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公司股票数量为 165,861,873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0,000,000
明（如有）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215,861,873 股;公司股东江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7,542,600 股，合计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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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数量为 7,542,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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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损严重，中国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节奏逐月好转，公司处于消费电
子领域的中上游，上半年受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电子行业增速放缓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国内原材料
及人工费用持续上涨。随着下半年传统旺季的到来，供应链开始积极备货，行业景气度也将开始回升，同时随着国内疫情的
进一步得到控制，疫情期间压抑的需求有望继续释放，5G手机渗透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但伴随海外疫情多点爆发，中美
冲突进一步加剧，下半年疫情发展情况对经济的冲击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所处的电子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部署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和应对措施，并同步稳妥有序推进公司复工复产等经
营管理工作。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始终贯彻董事会战略计划，坚持“产品+服务+产业配套”的发展
思路，以“电子制程产品+建筑装饰新材产品”为根基，加大推进“电子制程服务+建筑装饰新材加工及配套服务”，同时充分整
合公司现有产业链条，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稳步开展供应链管理业务、保理业务等相关产业配套服务，持续助力公司可持续
发展。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持续增强，公司努力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不断加强现金流管理，积极把握市场机会，
在深耕行业优质客户基础上不断拓展汽车电子、智能家居等行业优质客户，以持续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544,328.27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69.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16,878.42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18.31%。
回顾上半年工作，公司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稳步推进主营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为了降低疫情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公司积极部署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全面管控风险以确保有序
生产经营。公司始终坚持聚焦主业，不断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报告期内，公司电子制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00,217,330.14
元，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89.99%。
（二）按计划完成募投项目建设，稳步发展产业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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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按计划完成募投项目建设。同时围绕着优质产业客户，公司稳步
开展供应链业务，充分发挥内部协同效应，进一步拓展公司产业配套业务的版图。
（三）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内部财务规范、风险管控等多方面工作，积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体系，落实公司内控制度建设，
从而进一步推动公司管理规范化，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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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公司将2019年12月31
日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科目调整为2020
年1月1日的合同负债和其它流动负债科
自2020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财政部2017
目，仅为负债重分类调整，公司2020年6
年修订后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经2020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月 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调整减
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少37,947,498.82元，合同负债调整增加
〔2017]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准则"）
33,581,857.36 元，其它流动负债-待转销
项税调整增加4,365,641.46元；对公司报
表年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
等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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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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