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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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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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翔集成 60392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繁骏 钱静波 

电话 0512-67027000 0512-67027000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33号 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33号 

电子信箱 lkdongmi@lkeng.com.cn QJB@lk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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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858,568,556.25 1,934,595,367.76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04,610,510.98 1,100,127,182.08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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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456,436.78 175,698,094.24 -275.5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005,519,732.60 1,402,968,906.90 -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153,223.67 102,324,240.04 -4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446,632.17 97,817,683.21 -4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23 10.06 减少4.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8 -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48 -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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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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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53.99 115,200,000 115,200,000 无   

EVER CREATIVE 

INVESTMENTS LTD. 

境外法

人 

6.00 12,800,000 0 无   

WELLMAX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

人 

5.42 11,560,000 0 无   

苏州华群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3 1,984,000 0 质押 1,984,000 

苏州亚力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5 1,600,000 1,600,000 质押 1,600,0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日昇飞跃巅峰一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 1,491,339 0 无   

苏州协益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1 1,312,000 0 质押 1,312,000 

苏州兰阳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1 1,312,000 0 质押 1,312,0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月恒二期 

未知 0.59 1,255,8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5 966,23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亚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亚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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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完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的品牌优

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稳定的客户及项目协调能力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了企业的

稳定发展。 

2019 年，受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大背景下，我国各实体经济产业因

产能过剩且成本上升而受到较大冲击，芯片产业及高阶面板产业的相关产业因为国家政策大力推

进建设的原因，相对而言持续景气。 

电子产业中的 IC 半导体、光电等行业目前为公司最主要的下游行业，其发展对本行业企业的

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9 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及国内 GDP保持在 6.3%大环境下对上述行业产生

了短期的负面效应，但随着数字家庭时代的到来、液晶面板的升级换代、物联网应用、电动车及

无人驾驶车全面推进、3D 技术和 OLED 及 IC 国产化的发展趋势，及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支持，未

来我国 IC 半导体、光电等产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持续发展时期，具备一定的发展

空间与潜力。 

在医药行业内，随着国内医药生产企业新版 GMP 标准的实施，由 GMP 强行认证带来的行业集

中整合效应正在逐渐体现，同时，我国政府也把加大医疗卫生投入作为刺激内需的重要措施，这

将促进洁净室工程行业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正积极推进保健食品行业执行 GMP及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认证，对保健食品行业生产环境和从业人员装备的洁净等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带动洁净室工程行业的需求大幅提升。此外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化学工

业、食品加工等行业也均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这都给洁净室工程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为了充分掌握机遇，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完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

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稳定的客户及项目协调能力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

了企业的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8.33%。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成本控制工作，使 2019年上半年

度毛利率同比 2018 年上半年度上升了 1.22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5,815.32 万元，同比下降 43.17%。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下降了 28.33%以及应收账款增加

计提的坏账准备。报告期公司现金净流量-14,092.5 万元，其中，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净额

-30,845.64万元。期末，公司拥有在手货币资金 25,491.74 万元，资产负债率 39.64%，资产负债

率比期初下降 2.58 个百分点。 

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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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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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