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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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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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6,391,748.62

543,743,168.76

2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783,685.00

81,712,512.42

4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373,844.72

78,033,357.47

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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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21,318.89

7,977,943.53

3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4

34.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4

3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5.15%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45,153,451.44

2,853,530,747.66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1,543,021.53

2,024,131,781.65

4.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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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23%

91,115,417

0 质押

86,614,61
7

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9,834,585

0 质押

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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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7,641,791

施忠清

境内自然人

3.46%

6,816,751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3.05%

6,002,125

0

赵玉涛

境内自然人

2.22%

4,369,683

0

李凤英

境内自然人

1.16%

2,284,482

2,284,482

陈海华

境内自然人

0.97%

1,917,337

0

新余市煜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
伙）
法人

0.88%

1,740,391

袁琴美

0.87%

1,705,077

境内自然人

1,740,391 质押

1,567,8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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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3、徐地华、徐国凤、徐地明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徐地华、徐国凤、徐地明、徐国梅为兄妹关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段祖芬为徐地华的配偶。陈伯平为徐国凤的配偶，吴国芳为徐地明的配偶，徐同为
徐地华之子；5、施忠清和李凤英为夫妻关系，施忠清系新余市融银投资合伙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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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王世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807,125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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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02,12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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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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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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LED 产业链相关业
2018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司围绕着“新时代、新征程、新正业”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智能制造
发展战略，优化产业布局、聚焦客户需求、坚持核心技术创新、深耕智能制造产业，全方位提升竞争力，保持营业规模及盈
利水平的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69,639.1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07%；营业利润13,465.18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49.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478.3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47%。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保持营业规模及盈利水平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液晶模组、新能源、PCB、焊接等行业领域整体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公司主营产品销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实现营业收入69,639.1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07%。2018年上半年，公司高端装备及自动化产线实现营业收入56,590.99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81.26%，同比增长27.87%。
报告期内，公司的液晶模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131.38万元，同比增长62.79%；实现净利润6,508.34万元，同比增长
198.87%。2018年上半年，集银科技完成业绩超过2017年全年业绩，并与日本JDI等液晶面板行业龙头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
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及配件实现收入6,995.17万元，同比增长22.21%；实现净利润2,487.79万元，同比增长1.34%。PCB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23,933.42万元，同比增长11.56%。锂电设备及配件业务实现收入8,818.04万元，同比增长16.46%。
报告期内，炫硕智造实现收入7,486.67万元，实现净利润27.45万元。2018年上半年，由于LED行业客户对炫硕智造主营
产品的采购需求下降或滞后，新业务市场开发不及预期，炫硕智造在2018年上半年的业绩完成情况不理想，与全年业绩承诺
目标存在较大差距。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委派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前往炫硕智造担任重要管理岗位，协助其开发新能源市场，
派驻内控、财务、供应链等专业管理人员，加强对炫硕智造的风险把控力度以及市场开发支持力度。
（二）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正业科技智能制造战略委员会，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发挥战略协同效应，打造正业科技的智能
制造全生态链，全面推进智能制造战略落地实施，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制造战略谋划层面，正式进入到执行层面。为保证公司
智能制造战略发展的顺利推进，公司多措并举为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保驾护航：
1、在资金保障方面，2018年6月11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东莞松山湖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松山湖支行”）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工商银行松山湖支行向公司提供必要金融服务支持，提供不超过20亿人民币授信总额，未来根据
业务发展情况适时增加额度。工商银行松山湖支行将以政策支持、融资帮扶等方式，在信贷资源、授信政策、业务流动等方
面，有效满足公司在智能制造产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2、在市场开发方面，2018年4月18日，正业玖坤与中国科技开发院联合打造天津市首个“智能制造产业平台化”项目；2018
年5月15日，正业玖坤与中国科技开发院携手打造天津双街镇“智能制造创新创业服务基地”项目。公司将以智能制造技术为
基础，结合中国科技开发院的物业管理经验，打造智能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围绕物联网的智能制造产业。2018
年7月13日，公司与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特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作为鸿特科技打造无人化
工厂一揽子工程的战略合作方，将与鸿特科技共同研究、分析精密模具制造、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冲压加工、精密钣金加工
以及工业技术开拓等行业领域的智能制造项目，为鸿特科技提供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3、在资源合作方面，2018年6月27日，正业玖坤与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浪潮集团发挥在IaaS层和通用PaaS层等方面的优势，与正业玖坤在SaaS层、生产执行层、SCADA层等方面的优势相结合，
进行深层次的技术对接，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双方基于设备层面，加强IOT设备数据采集的合作，浪潮集团在物联网
服务模块化和正业玖坤的设备及系统兼容，正业玖坤将自己优势的网关、控制器及SCADA系统等跟浪潮集团的物联网服务
模块适配，共同推进数据采集。双方共同打造面向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浪潮集团为正业玖坤提供云计算
资源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并按照相关政策提供资源供双方研发、示范及推广应用；正业玖坤将自身的业务系统迁移到浪潮集
团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并基于浪潮集团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相关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双方利用各自市场优势，共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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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市场，联合推广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浪潮集团利用在政府、企业的市场优势 ，帮助正业玖坤在全国各省市、各企业推
广解决方案及产品；正业玖坤为浪潮集团在双方共同选定的工业互联网展示中心、重点示范基地/企业提供工业现场示范应
用，共同拓展市场，并利用正业玖坤的市场优势推广联合解决方案。
（三）持续推进管理变革，优化组织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分子公司及事业部为经营单位，明确各业务模块的业绩目标，并通过成立智能制造战略委员会、运营
管理部，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推进管理变革，优化组织能力，提高运营效率，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目标。
（四）继续成为东莞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
公司是东莞市2017年度首批市级“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公司结合政策和市场导向，围绕东莞市倍增要求，首年已完成了
“倍增计划”的倍增目标，实现了业绩翻番，2017年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长110.78%。2018年，公司再次成功入选东莞市“倍增
计划”市级试点企业，将助力公司在深耕智能制造领域的道路上，开启智能制造发展的新局面，更高质量地实现倍增发展，
有效助力东莞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员工福利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安全生产，保护环境，履行纳税人义务，提高员工福利，并回报社会。在社会公
益方面，公司对韶关乐昌市乐城街道下西村进行定点扶贫，捐款100万元，有效改善了下西村的办公条件和下西小学的教学
条件；公司颁发了东华理工大学2018年“正业科技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优秀特困生助学金”，资助优秀毕业生。2018年6月，
公司员工家属突遇重疾，公司立即启动“正业科技爱心基金”向其进行爱心援助，公司高层第一时间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并发
动集团公司全体员工爱心捐助，帮助其度过了困境。在员工福利方面，公司开展2018年春季户外拓展活动，丰富员工生活；
举办了“三八女神节”，关注女性权益；每季度组织生日会，提高员工归属感；筹办第一期“精卫计划”应届毕业生培训班，帮
助应届毕业生员工尽快融入社会，适应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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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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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
股权
股权取
股权取
买方
股权取得成本
取得 购买日
得时点
得比例
名称
方式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购买日至期
被购买方的收 末被购买方
入
的净利润

2018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深圳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市华
资子公司收购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2018年
2018年
东兴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集银科技以现金人
17,724,273.29 1,762,188.96
03月15 66,000,000.00 100.00% 现金 03月15
科技
民 币 6,600.00 万 元 收 购 深 圳 市 华 东 兴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日
日
有限
100%股权。2018年2月1日，华东兴已完成工商变更备
公司
案登记。2018年3月15日，以现金方式支付50%的并购
价款。故购买日确定为201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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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 元
合并成本

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
66,000,000.00

--现金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66,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3,961,015.26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62,038,984.74

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或有对价及其变动的说明：
参照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历史经营情况、未来三年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集银科技与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
原股东协商确定交易对价。
大额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
2018年1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集银科技与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现金人民币6,600.00
万元收购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2018年2月1日，华东兴已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2018年3月15日，以现金
方式支付50%的并购价款，购买日确定为2018年3月15日。购买日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3,961,015.26元，形
成商誉62,038,984.74元。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 元
深圳市华东兴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289,432.26

289,432.26

应收款项

7,005,866.96

7,005,866.96

11,331,084.21

11,331,084.21

固定资产

178,910.62

178,910.62

无形资产

0.00

0.00

102,043.09

102,043.09

63,944.59

63,944.59

0.00

0.00

3,348,016.67

3,348,016.67

0.00

0.00

243,000.00

243,000.00

存货

其他应收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
借款
应付款项
递延所得税负债
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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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319,924.01

319,924.01

应交税费

337,690.19

337,690.19

10,761,635.60

10,761,635.60

3,961,015.26

3,961,015.26

0.00

0.00

3,961,015.26

3,961,015.26

其他应付款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按账面价值确认。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18年7月31日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