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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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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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森科技 6036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向雪梅 徐宁 

电话 0512-36688666 0512-36688666 

办公地址 昆山开发区昆嘉路389号 昆山开发区昆嘉路389号 

电子信箱 ksgf@kersentech.com ksgf@kerse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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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672,095,597.02 3,440,622,546.08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58,538,804.94 1,757,980,983.04 0.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273,422.94 165,062,520.26 142.50 

营业收入 881,001,853.50 776,512,842.64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4,790,917.74 57,364,551.66 30.38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863,420.15 56,132,024.86 1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2 4.62 减少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99 0.2122 -1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99 0.212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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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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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徐金根 境内自

然人 

37.13 154,307,721 152,880,000 质押 28,513,380 

王冬梅 境内自

然人 

15.33 63,700,000 63,700,000 质押 24,400,000 

徐小艺 境内自

然人 

6.13 25,480,000 25,480,000 质押 9,100,000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69 23,659,800 0 无   

昆山零分母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67 15,270,000 0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9 4,950,040 0 无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92 3,806,400 0 无   

李进  境内自

然人 

0.81 3,356,208 3,158,948 质押 3,122,000 

向雪梅 境内自

然人 

0.80 3,329,173 3,159,307 质押 796,880 

瞿李平 境内自

然人 

0.68 2,811,349 2,369,005 质押 1,51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金根与王冬梅为夫妻，徐小艺为其女儿；珠峰基石

与中欧基石受同一自然人控制。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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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 亿元，同比增长 13.46%，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0.75 亿元，较 2017 年上半年增长 30.38%。2018 年上半年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收购元诚电子，布局新的业务和工艺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收购了昆山元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精密压铸等工艺，并

为公司新的电子烟等业务提供技术支持。据 Research and Markets 数据显示，电子烟全球市场规模

至 2025 年有望达到 614.00 亿美元，2016-2025 年复合增长率为 18.99%。随着本次收购的完成，

公司除继续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内拓展压铸件产品外，也将展开在高端电子烟产品

方面的布局，实现新的业务增长点。 

2、消费电子领域营收实现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持续发力，去年研发并投产的“精锻+CNC”工艺不锈钢中框等

产品为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作出较大贡献，稳定了公司在精密金属结构件大件领域内的

行业地位。同时，公司的手机小件、平板电脑（含配套智能笔）、笔记本电脑业务在原有基础上继

续保持稳步增长。 

3、加强研发技术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储备了较多的研发项目和研发人员，例如电子烟高精密

外壳的研发、笔记本电脑底盖镁铝合金埋射成型工艺的研发、CNC 自动上下料机器人设备的研发、

微创手术缝合器械焊接工艺的研发等。目前，公司已经拥有近 160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30 余项，

虽然研发投入短期内将导致公司研发费用增加而净利润减少，但长期来看，保证了公司项目的可

持续性。 

4、智能制造项目落地 



近年来，公司所在的长三角经济区域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催生了一批机器人制造企业的出

现，由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需要采取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为了有效降低用工成本，管

控产品质量，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科森智能，组建了近百人的团队，设计自动化解决方案，以

自动化生产线结合产品大数据的“硬件+软件”方式，有力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良率，减少了人

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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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客户不断优化，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电子消费品、医疗器械等知名企业，

应收账款的信用期一般 3 至 6 个月。为更加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公司评估了应收账款的构成、安全性以及结合近年来应收账款的回款和坏账核销情况，对按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确定依据、计提方法进一步细化，重新确定计提比例。 

变化内容为：将 1 年内应收账款计提比例由 5%进一步细分为 1-6 个月内为 3%，6-12 个月为

5%。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相关年度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未造成重大影响。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应收账款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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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