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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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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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运电路 6039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甘露 刘晟 

电话 0750-8911888 0750-8911888 

办公地址 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世运路8

号 

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世运路8

号 

电子信箱 ganlu@olympicpcb.com jason.liu@olympicpc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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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2,761,060.38 3,179,034,929.86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49,326,092.41 2,392,497,984.0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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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98,608.20 85,849,573.52 199.71 

营业收入 1,084,679,264.18 1,005,391,494.40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381,695.31 96,756,758.55 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681,702.62 86,259,596.67 35.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8 4.05 增加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4 2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4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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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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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62.37 255,272,580 255,272,580 无   

无锡天翼正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5 14,519,233 0 无   

鹤山市联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9 9,390,000 9,390,000 无   

深圳市沃泽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8 8,927,402 8,927,402 无   

王效南 境内自

然人 

1.06 4,330,000 0 无   

深圳市中和春生壹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3 4,214,251 0 无   

株式会社伸光制作所 境外法

人 

0.42 1,738,73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

境内非

国有法

0.26 1,049,860 0 无   



证券投资基金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17 696,600 0 无   

顾俊萍 境内自

然人 

0.15 6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新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鹤山

市联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沃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关

联方，其中新豪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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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 亿元，较

上年增长 35.27%。 

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市场情绪走向保守的环境下，公司营业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这得

益于产能扩大增强了公司的接单能力，突破了原来产能不足的限制后，生产合理调度有利于降低

成本；以及销售平均层数的增加使毛利率提升；加之汇率变动最终使净利润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2、优势领域的深耕 

汽车 PCB 作为公司的重点发展领域，在最近几年保持了良好的行业前景， 随着新能源汽车、

智能驾驶、汽车电子化的发展打开汽车 PCB 应用空间，下游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公司抓住这一

机遇，依托多年在汽车 PCB 经营积累的竞争优势，继续将汽车 PCB 作为重点领域深耕，不断强化

在此领域的竞争优势。 汽车 PCB 以其极高的产品可靠性要求而居于 PCB 行业产品的高点，公司

将持续提升技术和品质以满足客户不断升级的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SQ mark,开发了全球前十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的韩系供应商，向打开

韩国汽車 PCB 市場迈进一大步。 

据 N.T.Information Ltd 2019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2018 年全球汽车用 PCB 供应商前 20 名有 4 家

中国公司，公司名列其中，位列 20 名。 

 

3、弱势领域及新项目的探索 

印制电路板在通讯类的应用是 PCB 行业下游的重点应用领域，据统计 2018 年全球电路板应

用分类中通讯类占 30% ，是 PCB 下游应用中占比最大的应用，随着移动互联普及和 5G 时代的来

临，通讯类对 PCB 的需求将有增无减。而公司在此领域的销售占比相对低，是公司需要创新补齐

的短板。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多高层服务器硬主线路板的研发和量产,并开展了 5G 光模块线路板

制作技术、高频材料应用和软硬板生产工艺等项目的研究，为开拓通讯应用领域做技术储备，同

时市场部也积极接触下游通讯类客户，探索通讯类应用领域市场，为后续的市场开拓做铺垫。 

报告期内，通过对旧的单面板产线的改造，建立了铝基板的生产能力，并且开始小批量接单,

为未来满足客户的多样产品需求增加一个品类,使公司向一站式服务的目标迈进一步。 

  

4、募投项目产能稳步释放 

公司 IPO 募投项目“年产 200 万平方米/年高密度互连积层板、精密多层线路板项目”一期工

程已于今年投产，报告期公司主要客户对新生产线的审验工作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产能稳步释

放。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外知名品牌，均需对新的生产线进行审验，合格后才能打样、下订单，报

告期内公司组织客户对募投项目生产线的审验工作顺利进行，为后续形成订单做好了铺垫，今年

6 月募投项目实际产量达月平均产能的近 40%，产能逐步释放。募投项目二期工程处于筹备中，



设备选型有序展开，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5、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报告期研发费用支出 3,7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2.08%,继续加大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

断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及建立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今年上半年除了开展各项研发活

动,还跟中山大学达成协议,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为公司借助高校资源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搭建了

一个平台,为未来开展产学研活动打开一个优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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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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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