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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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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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792,018.27 4,961,080,087.07 -1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731,244,123.60 1,864,584,406.89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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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192,522.84 426,173,422.94 -20.41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895,042,436.21 881,001,853.50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142,054.01 74,790,917.74 -14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53,486.94 65,863,420.15 -15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65 4.22 减少5.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26 0.1799 -14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44 0.1799 -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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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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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 155,220,561 152,880,000 质押 94,993,380 

王冬梅 
境内自

然人 
15.42 63,700,000 63,700,000 质押 42,280,000 

徐小艺 
境内自

然人 
6.17 25,480,000 25,480,000 质押 21,300,000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86 20,071,420 0 无 0 

昆山零分母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24 9,266,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6 3,549,887 0 无 0 

沈丽华 
境内自

然人 
0.85 3,500,000 0 无 0 

李进 
境内自

然人 
0.82 3,387,008 3,158,948 质押 2,727,262 

向雪梅 
境内自

然人 
0.81 3,363,873 3,159,307 无 0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9 3,248,4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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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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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 亿元，同比增长 1.59%，但由于固定成本增加、产品降价

等因素影响，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0.30 亿元，较 2018 年上半年下降 140.30%。2019

年上半年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收入规模维持稳定 

报告期内，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行业面临较大增长压力，虽然部分国内品牌仍保持较高

增速，但由于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方面的客户主要以国际客户为主，且消费电子方面业务占公司

营收比例较高，而医疗器械产品由于行业稳定、占公司收入比例较小、基数较低，因此保持相对

稳定，液晶面板、电子烟、国内消费电子客户尚未贡献较大收入规模，加之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公司原太阳能光伏支架业务萎缩。因此，总体来看，公司收入未发生明显变化。 

2、受制于行业及自身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定亏损 

报告期内，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出现了一定亏损，亏损板块主要为消费电子板块，主

要原因在于： 

（1）产品价格处于下降通道 

延续 2018 年度产品价格原因，由于报告期公司主要消费电子产品配套的终端产品，是客户



2018 年下半年发布并延续至今的产品，而去年部分消费电子终端尤其是手机终端的硬件设计基本

沿用了 2017 年度的设计方案（例如使用金属中框和双面玻璃方案），根据行业惯例，产品价格也

同步参考之前的价格并进行季度性的例行降价，同时，伴随着消费电子行业增速放缓、竞争加剧，

综合导致产品价格继续下调。 

（2）产能增幅较高，折旧等固定成本增长较快 

公司自 2017 年上市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快，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账面固定资产净值

为 192,929.94 万元，同比增加 51,922.07 万元，因此报告期内折旧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而公

司销售收入未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例增加。产能利用不足，大大抵销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3）财务费用增加 

伴随着近两年来投资的增加，公司新增银行贷款较多，导致利息支出大幅提高，报告期内，

公司对银行利息支出较去年同比增加 1,535 万元。同时，由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报告期计提可转债利息 1,250 万元，因此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785 万元。 

但是，由于可转债第一年实际利率为 0.5%，故本报告期实际待支付的利息仅为约 152.5 万元。

如不考虑额外计提影响，公司本期实际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额约为 1,687.5 万元。 

（4）人力成本居高不下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通过科森智能对部分生产线进行智能改造，实现了部分项目的“机器换

人”，但基于公司近年来下半年为生产、销售旺季的特点，同时储备了部分新项目，相应地公司仍

储备了一定的人力，因此，在增加自动化投入的同时，公司人员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以

技术类间接人力较为明显，公司人力成本未得到改善，影响了公司业绩。 

随着 5G 带来的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结构变化及换机需求增加，公司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和

价格有望得到较大改善，同时，公司将通过减缓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产品竞争力，改善客户结构，

获取更多订单，平滑固定成本增加导致的净利润下降形势，另外，公司将继续推进工业化、信息

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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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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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