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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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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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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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巍

李嘉豪

办公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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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553,862,783.65

696,391,748.62

-2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90,581.74

114,783,685.00

-6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3,777,521.50

105,373,844.72

-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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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96,451.09

10,821,318.89

-30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1

-7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1

-7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5.52%

-3.55%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164,203,788.85

3,207,897,178.01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2,578,509.71

2,028,675,482.78

-7.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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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东性质

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世忱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44.01%

168,117,298

0

境内自然人

2.96%

11,326,071

0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包商银
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恒融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10,191,718

0

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晖
鸿掘金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7,411,178

0

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4,416,046

0

李凤英

境内自然人

1.14%

4,358,612

0

北京京泰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京泰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4,085,964

0

浙江牧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
容定制荣耀 5 号私募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3,481,914

0

新余市煜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3,320,530

3,320,530

马美琪

境内自然人

0.70%

2,661,316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质押

132,532,646

质押

2,991,2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徐地
华、徐国凤、徐地明合计持有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股权，系正业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42,057 股；股东王世忱
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2,045 股；股东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16,046 股；股东
北京京泰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33,903 股；股东浙江牧容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牧容定制荣耀 5 号私募基金通过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81,914 股；股东
马美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661,316 股；股东浙江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晖鸿
掘金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31,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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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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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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ED 产业链相关业
正业科技是智能检测和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面向PCB、锂电、液晶面板等行业提供智能检测和智能制造
整体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被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已发展成为多个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场覆
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矢志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检测和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2019年上半年主要生产经营
情况如下：
受2019年上半年制造业宏观环境整体偏弱，下游行业的设备投资滞缓，公司新研发产品导入市场需一定时间的客户适应
验证期，以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的大额订单需较长时间落地等因素的影响，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5,386.28
万元，业绩有所下滑。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完善激励机制，研发费用、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等较去年同期增加，净利润
同比下降。
本报告期内，公司PCB智能检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589.28万元。在线智能检测设备成为公司PCB业务的主要业绩贡献
点，如自动线宽测量仪、在线铜厚检查机、在线板厚测量仪等智能检测设备，正规模化取代手动离线检测设备，逐渐成为中
高端线路板厂商的标配检测设备；字符喷印系列设备通过持续技术攻关，设备性能得到大幅提升，实现规模化销售可期；自
动化裁切系列和高端激光设备系列产品在改型改进后，正加快市场推广力度，特别是强化与行业头部客户的深度合作，为客
户在提升产品良率和加工效率的同时，降低对国外高端激光产品的依赖。与此同时，基于5G新技术的发展，公司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合作攻关应用于高端线路板材的超快激光核心技术，与深南电路合作开发IC载板新型激光成型工艺设备等。
本报告期内，公司液晶模组智能检测及自动化业务在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力，主要为客户提供全贴合、COF设备、背光模
组等自动化产线，半年度内实现营业收入18,419.97万元。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研发OLED后端生产线、TL-BL全贴合
自动组装线、FOP及其他高端定制机、全自动背光组装机等项目，预计下半年客户端订单实现恢复性增长。
本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智能检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263.06万元，实现了在动力电池领域X光检测设备批量销售的突破；
并通过横向发展实现X-RAY检测向整线及智能解决方案的拓展。目前，公司重点开发CATL、比亚迪、亿纬锂能、孚能等客
户，面向长城汽车、蔚来汽车、恒大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终端客户，自年中以来，锂电智能检测设备加快了出货步伐。同时，
为了拓展多年积累的X光技术应用领域，公司组建团队拟将X光核心技术导入到半导体检测领域。
本报告期内，公司的智能制造信息集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85.98万元，同比增长153.71%，毛利率同比增长13.44%。
FPC功能性膜材料实现营业收入3,262.89万元，同比增长51.54%。

3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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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 董事会审批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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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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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资产减值损失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95,208,018.03

应收账款

855,695,159.41

应付票据

189,065,860.54

应付账款

359,410,603.27

资产减值损失

-4,254,036.02

950,903,177.44

548,476,463.81
4,254,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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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内
部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正方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东莞市炫
硕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00.00元。2019年6月5日，本次内部股权转让完成了工商过户
登记手续，并取得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该合并范围的变更属于同一控制下合并范围的变更。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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