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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9-059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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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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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秀田 董事 工作出差 单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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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精密 股票代码 00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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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冒小燕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8 号 

电话 0512-66306201 

电子信箱 maoxy@dsb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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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9,978,802,595.52 7,211,689,302.67 3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2,351,083.19 260,053,951.67 5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0,763,579.07 103,765,395.69 16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4,022,017.94 745,485,132.83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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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6 5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6 5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3.2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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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7,503,752.28 31,135,656,958.40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31,253,125.03 8,414,777,823.26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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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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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15.24% 244,802,900 191,372,595 质押 242,022,899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4.03% 225,426,042 191,372,595 质押 209,736,999 

袁富根 境内自然人 5.55% 89,111,459  质押 74,175,000 

苏州市尧旺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05% 81,081,080    

金鹰基金－浙

商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渤

海信托·恒利丰

176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 43,551,953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胜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33,549,105    

张家港产业资
本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9% 30,39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东

山精密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 25,478,169    

兴银基金－浦
发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

托·顺浦 23号单

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24,789,795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华润
信托·景睿 6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22,36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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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袁永刚、袁永峰系袁富根之子，袁永峰为袁永刚之兄长，上述父子三人是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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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业务所处的移动通信、消费电子等行业快速发展，竞争格局也在持续变化中，优质企业由于在产

能、环保、技术、人才、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行业标杆，预计未来龙头企

业的市场份额仍将逐步增加。对于公司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竞争中，保持公司持

续稳健发展成为管理层思考的主要问题。 

公司按照既定战略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产业链的整合、夯实核心竞争力、着力推动现有产业

的协同发展，保障公司实现经营业绩的稳定提升。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79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38.37%；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4.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72%，实现每股收益0.25元。上半年

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紧跟行业发展，突出前瞻性 

公司在保持经营稳健、业绩稳定的同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跟紧行业新发展趋势、应对行业和客户需

求变化，以做强主业为方向，以产品结构优化为目标，注重并购后的整合，不断挖掘协同效应。在PCB业

务方面，通过垂直产品的融合，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在LED电子器件领域，持续进行产能优化，LED小间距

产品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在通讯设备领域，积极布局5G领域，储备新产能，并着力为客户提供本地化的交

付和服务。 

（2）持续研发投入，加强工艺革新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全方位智能互联、互通核心器件的制造商，积极保持持续的研发投入，能根据客

户的需求进行前瞻性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以及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公司目前已经在PCB、LED小

间距封装、5G等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助力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持续夯实自身工艺革新，在技术研发和产

品创新上不断突破。依靠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工程技术团队，公司是目前PCB行业中为数不多的能提供柔性

线路板、刚性线路板和软硬结合板的供应商，同时是在通信设备领域少数的能够同时批量供货金属腔体滤

波器和陶瓷介质滤波器产品的制造商之一。 

（3）强化内部管理、实现高效资源配置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正逐步推进集团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在资产管理方面，公司成立了资

产管理部通过剥离资产、出售股权、出租闲置厂房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在财务管理方面公司加强了应收

帐款和存货的管理，提高了资产周转效率，并对制度和流程的梳理加强了资金的支付、结算管理。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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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完善了组织架构，简化管理层级，强化绩效考核，优化激励约束机制。2019年上半年，公司以

经营业绩和安全生产为核心基础，明确各子公司和事业部的管理职责，明晰权限分工，发挥团队的战斗力。 

（4）业务拓展稳中求进，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公司继续拓展海内外业务渠道，根据地区差异有针对性的调整，密切关注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风

险快速上升的地区，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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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将根据财会〔2019〕6 号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

进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目”、“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增加“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

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

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本”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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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DSBJ PTE. LTD 出资设立 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盐城东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诚镓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对本报告期经营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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