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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19-47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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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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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奇星 董事长 出差 陈小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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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盈精密 股票代码 3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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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宇龙 陶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富桥工业三区 11 栋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富桥工业三区 11 栋 

电话 0755-27347334-8068 0755-27347334-8068 

电子信箱 IR@ewpt.cn IR@ewp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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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842,544.92 3,623,633,040.81 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871,427.29 91,385,927.68 3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89,042,191.57 59,428,102.22 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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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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413,092.38 528,285,392.46 -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8 0.1005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8 0.1005 3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2.04%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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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657,462.81 9,811,481,669.66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31,993,035.65 4,370,558,316.92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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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8% 370,156,759 0 质押 18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53% 41,222,880 0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35% 21,373,201 0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9% 19,960,090 0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远致瑞信混改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00% 18,16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

组合 
其他 1.76% 16,000,026 0   

杨振宇 境内自然人 1.62% 14,703,84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业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10,586,72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8% 9,831,502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1% 8,272,1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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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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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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所在行业受到众多挑战，公司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在存量市

场的竞争当中，企业只有通过持续的工艺创新、高效的成本管控、精益生产的革新来保持竞争优势。管理

上公司严格控制传统业务投资，强化投资回报评估。完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财务数据更有效的指导经营

改善。总体控制运营费用，减少费用支出。推行专项变革活动，持续优化成本结构，降低产品单位成本。

持续的自动化改造，提升产品一次良率和生产效率，确保传统业务盈利能力保持相对稳定。 

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持续加大新型精密连接器研发力度，如应用于智能终端

的 USB Type-C 类、卡类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等；另一方面积极拓展非手机类电子零组件市场。2019 年上

半年，电子连接器及智能电子产品精密小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41.19%，其中 USB Type-C 等连接器稳定供货

安卓客户高端产品线；智能穿戴、touch pen 等产品线表现突出，新能源汽车电连接系统及模组业务的增速

达到 106.52%。公司报告期内，金属结构件业务营收占比从 2018 年底的超过 60%下降至 50%左右。非手

机业务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提升至 30%以上，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结构的优化开始分散市场风险给

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随着 5G、AI、IoT 技术的进步及应用范围的拓展，新的产品形态和应用场景将会为 3C 重要组件企业

的发展带来新机会。笔电、智能穿戴、智能音箱、touch pen、新能源汽车零组件、机器人等新业务逐步起

量，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量。 

报告期内，公司新业务、新客户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取得了国际电子烟公司 JUUL Labs 的供应商资格

并获得订单；取得了美国强生公司的供应商资格，为其开发医疗器械类产品零组件；获得戴姆勒奔驰新能

源汽车高压连接器的开发订单。2019 年 6 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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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电子烟、物联网硬件、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产品的 ODM 和 EMS。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一百多项北美大客户结构件和精密小件产品新项目，为此公司扩大了产品研发

规模和产能，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并扩展了公司塑胶事业部的产能规模和环境

设施，开始规模承接谷歌、亚马逊、特斯拉和部分国内大客户的注塑业务订单。公司还加大对电子连接器

产品的投入力度，对适应 5G 终端要求的 RF 类模组进行了重点布局，对应用于智能终端的 USB Type-C 类、

卡类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进行了产能扩张。公司还积极配合安卓客户进行核心器件的进口替代，部分项目

已开始量产出货。 

8 月，香港长盈在印度设立了控股子公司长盈精密印度公司，发展智能终端零组件的增量业务；设立

昆山哈勃电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5%），主要从事应用于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车载移动、

智能家居等终端的 5G 天线模组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在新能源领域，公司还将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长盈氢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氢燃料电池金属极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的业务将与公司现有业

务形成协同效应，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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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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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

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46,484,546.54 
应收票据 53,528,174.84 

应收账款 1,492,956,371.7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87,836,559.09 
应付票据 417,888,504.94 

应付账款 1,569,948,054.15 

②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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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a.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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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1,492,956,371.70 16,687,600.00 1,509,643,971.70 

其他应收款 80,770,562.26 2,094,100.00 82,864,662.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289,829.59 -1,963,000.00 39,326,829.59 

未分配利润 2,021,191,257.99 27,200,352.65 2,048,391,610.64 

少数股东权益 186,391,181.20 -10,381,652.65 176,009,528.55 

b.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966,97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966,970.00 

c.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2019年1月1日）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966,970.00  20,966,97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20,966,970.00  20,966,970.00 

d.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按或有事项

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132,197,449.55  -16,687,600.00 115,509,849.55 

其他应收款 11,301,185.73  -2,094,100.00 9,207,085.73 

合计 143,498,635.28  -18,781,700.00 124,716,935.28 

③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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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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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东莞新美洋公司 设立 2019年1月23日 10,000,000.00 100% 

东莞阿尔法公司 设立 2019年6月11日 —— 100% 

注：东莞阿尔法公司于2019年7月2日收到本公司出资款1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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