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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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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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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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旭电子 6012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金鹏 王沛 

电话 021-58968418 021-589684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B栋5

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B栋5

楼 

电子信箱 Public@usiglobal.com Public@usiglob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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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1,916,699.22 20,151,393,805.10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352,412,058.67 9,408,033,114.13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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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498,793.16 49,626,989.87 1,025.39 

营业收入 14,604,124,239.44 12,804,853,159.94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9,495,118.09 392,133,268.06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0,661,764.74 385,805,634.42 -3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1 4.51 减少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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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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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 
77.38 1,683,749,12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91 106,853,795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69 36,750,069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1.06 23,128,283 0 未知 0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83 18,098,47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59 12,736,500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6 7,891,718 0 未知 

0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0.34 7,382,051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未知 0.33 7,140,911 0 未知 

0 



005L－FH002沪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淡水泉精选 1期 
未知 0.25 5,520,919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张虔生先生和张洪本先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

为兄弟关系，张氏兄弟通过间接持股控制本公司股东环诚

科技和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从而最终实际控制

本公司，公司不了解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

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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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04 亿元，同比增长 14.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9 亿元，同比下降 0.67%。其中，消费电子类和工业类产品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公司

的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0.74个百分点。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毛利金额为 14.2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94%。报告期，为使员工绩效

奖金费用更好地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匹配，公司上半年计提绩效奖金，此外，公司营运规模扩大及

海外据点扩充、适用新租赁准则、购买软件系统等原因造成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1.46 亿元；上半年

公司增加SiP、工业类等新产品研发投资造成研发费用增加0.47亿元。公司期间费用同比增长2.37

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27.19%，明显超过毛利增长幅度，造成 2019 年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为 2.51

亿元，同比减少 1.35 亿元，下降 35.03%。公司将合理控制员工薪酬费用，预计 2019年全年的员

工薪酬费用不会出现显著的增长。 

2019 年上半年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39 亿元，较去年同期 633 万增幅较大，主要为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对上半

年净利润增长贡献较大。 

从第二季度单季的情况看，2019 年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69.3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33%，

低于预期。第二季度单季通讯类产品由于市场份额提升营收同比增长 10%，工业类产品营收同比

增长 40%，增速相比第一季度放缓。公司第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1.66 亿元，同样也是因为费用增加

的原因使净利润同比减少 3,860 万元，下降 18.83%；第二季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1.23 亿元，

同比减少 1.06 亿元，下降 46.42%。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巴西合资项目、曙光合资项目以及 PHI基金投资事项。同时，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参与要约收购万德国际，作为策略投资项目，公司不控股万德国际，希望增

强公司产业链的响应能力，提升公司在机构件方面的竞争力。 



此外，为了满足中长期发展和客户需求，公司积极拓展新的生产据点，在惠州筹建新厂，投

资新业务产能规模，并在墨西哥厂、台湾厂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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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租赁准则施行日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采用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

值计量租赁负债，另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

公司评估后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做出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从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 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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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 6 号文件”。财会 6

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划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项目列

报。利润表调整了“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列报位置。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

变更，本集团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公司评估后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资产负债表及

利润表列报项目做出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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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