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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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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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徕木股份 6036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朱小海 

电话 021-6767907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651弄88号 

电子信箱 ir@laimu.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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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83,214,265.54 1,380,156,631.71 1,380,156,631.71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80,115,190.02 760,541,698.07 760,541,698.07 2.5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379,650.67 34,272,875.23 34,272,875.23 79.09 

营业收入 217,231,750.68 215,534,685.40 215,534,685.40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573,491.95 22,852,136.80 22,852,136.80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900,821.88 19,580,878.17 19,580,878.17 -8.5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4 3.08 3.08 减少0.54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11 0.15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11 0.15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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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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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培教 境内自然人 21.32 43,360,786 0 质押 15,600,000 

朱新爱 境内自然人 11.37 23,125,752 0 质押 8,000,000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7 15,606,760 0 无 0 

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2 15,301,052 0 质押 12,025,000 

浙江海洋经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4.83 9,832,531 0 无 0 

上海科鑫领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8 4,225,000 0 无 0 

杨旭明 境内自然人 1.59 3,232,125 0 无 0 

方培喜 境内自然人 1.11 2,254,762 0 质押 1,367,600 

方永涛 境内自然人 1.05 2,140,775 0 无 0 

蒋凤银 境内自然人 0.58 1,170,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方培教持有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的股

份，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上海科鑫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8.30%

的出资，并持有其普通合伙人上海科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40%的出资，上海科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上海科鑫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

的出资。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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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723.18 万元，同比增长 0.79%；主营业务收入 20,876.81 万

元，同比增加 4.15%。报告期内，按照产品类别划分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减比率 

汽车精密连接器及组件、配件 102,315,784.05 126,209,389.30  -18.93% 

汽车精密屏蔽罩及结构件 6,552,056.65 6,363,557.51  2.96% 

手机精密连接器 12,073,037.40 9,314,043.55  29.62% 

手机精密屏蔽罩及结构件 56,021,248.37 42,833,079.77  30.79% 

模具治具 7,250,031.59 15,734,427.32  -53.92% 

口罩及其他 21,490,480.86 
  

主营业务合计 208,768,110.7 200,454,497.45    4.15%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以下工作： 

（1）自主开发口罩及熔喷布生产线，积极复工复产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充满着高度不确定性

和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公司直面挑战，高度密切关注国内外客户的新需求，在危机中寻求新的发

展，充分发挥公司科技研发能力、精密制造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市场协同能力，在疫情发生后

迅速组织研发和制造力量，利用公司现有厂房，短期内相继开发投产了高速平面口罩生产线、KN95

口罩生产线、熔喷布生产线等。不仅为公司的复工复产提供了防疫物资支撑，也为缓解口罩资源

供应紧缺的状况贡献了力量，为防疫抗疫工作做出了公司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投产防疫物资的同时，公司积极按照各级政府的要求复工复产。建立了严格的防疫制度和

复产流程，有序、安全的推动复工工作，为客户提供了坚实的产品交付保障，也为公司进一步承

接新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提升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加速产品升级 

公司紧紧围绕主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改进和提升公司产品质量，加速产品更新升级，与

优质企业开展合作，不断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保持了公司研发水平的领先性和前瞻性。 

在汽车电子领域，公司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产品，在与一级供应商及主

流整车厂同步研发新型电子模块连接器，进一步合作开发高速高清传输连接器、高压及高电流连

接器、高频连接器等。 

（3）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保持公司业绩的平稳增长 

近两年市场环境复杂，汽车消费市场遇冷。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积极落实

经营计划，持续进行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调整，在管理、人工、成本控制等方面积极完善制度和

控制措施。 

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公司的研发能力、质量管控、成本控制、快速响应等优势突显，

高性价比、高品质、同步研发的产品不仅获得了老客户的信任和支持，也获得了更多新客户、国

内高品质品牌的认可。 

（4）加强法人治理，强化内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有效地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3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公司保持良好的

运营构架，不断完善和强化内控体系，加强内控监督审核，为公司健康、良性、持续经营提供更

切实可行的内控管理支持，保障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提质增效，促使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5）依法规范地执行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应披露信息的管理和

披露工作，切实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强



信息披露透明度。报告期内，公司共披露定期报告 2 个，临时公告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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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规定，并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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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上述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

部分，公司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

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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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