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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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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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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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正 朱峥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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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52,916,403.53 373,221,347.61 373,221,347.61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387,590.35 54,617,165.48 54,617,165.48 -3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5,111,642.44 49,095,886.73 49,095,886.73 -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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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987,450.10 -88,404,311.22 -88,404,31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2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2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4.06% 4.06% -1.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97,687,437.50 1,916,715,188.53 1,916,108,188.53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0,736,343.58 1,397,834,527.09 1,397,227,527.09 0.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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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10,166,892 7,62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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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1,149,918 1,124,938   

史凤翔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747,832   

宋蕾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74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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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梁炳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100 股外，还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46,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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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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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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处于销售产品结构调整、新老产品迭代的过渡时期。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种种不利因素，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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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施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战略，推进公司的整体创新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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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无菌灌装生产线自2018年底投放市场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已有伊利集团、光明乳业、今麦郎饮品、养元饮

品、均瑶饮品、祖名食品、德馨饮料等多家知名企业向公司订购了多条无菌瓶装和杯装灌装生产线，同时浙江李子园食品向

公司增订了第二及第三条无菌瓶装生产线，充分展示了中亚无菌产品的成熟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进入无菌产品市场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2020年1-6月公司新取得授权专利14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2020年1-6月新申请

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7项。公司为主要起草人的三项国家标准获准发布。 

2、销售拓展 

公司通过巩固老客户、培育新客户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公司的产品正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公司在

巩固乳品行业的同时，不断提升在医疗健康、饮料、食用油脂、调味品、日化、食品等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及市场地位。国内

知名企业农夫山泉和双鹤药业已分别向公司订购了后道包装智能设备整线和大输液吹灌封一体设备，为公司向其他行业拓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无人零售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已有蒙牛乳业、新希望、通用磨坊（哈根达斯母公司）、佳宝乳业、一景乳业等多家

客户向公司批量采购了无人零售设备，标志着公司无人零售项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对外投资 

公司作为国内智能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在无菌、节能、高效、集成化的灌装、包装设备研发方面具有领先的技术

水平。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公司围绕主业，寻找合作伙伴，进行了一些业务拓展。通过与合作伙伴

的合作，发挥协同效应，为公司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支持。 
公司与自然人孔祥玉、何爱斌、孔诗尧共同出资设立南京格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液态食品智能包装设备的研

发、生产、制造及销售。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可以丰富公司产品系列，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公司募投项目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公司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2020年募投项目二期工程将投入使用，公司处

于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公司将以成为全球智能包装机械行业技术领先者为目标，保持创业精神，加强产品研发，加大市场拓

展力度，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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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准则及相关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原计入“存货”的部分资产调整至 “合同

资产”列报，将原计入“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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