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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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经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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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江股份 6035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建军 巫健松 

电话 0510-86605508 0510-86605508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镇澄路2608号 江苏省江阴市镇澄路2608号 

电子信箱 jznee@zjavim.com jznee@zjav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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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5,880,468.16 2,989,946,021.25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76,020,707.75 1,402,800,243.1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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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20,532.94 -132,023,031.75 32.04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645,389,888.63 372,110,405.97 7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088,364.64 38,265,850.30 -15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927,427.02 21,753,227.88 -209.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2 2.75 减少4.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05 -155.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05 -1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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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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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震 境内自然

人 

29.11 37,289,642 37,289,642 质押 26,020,700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7 13,024,840 0 质押 6,460,000 

江阴振江朗维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44 6,964,698 6,964,698 质押 4,510,000 

宁波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8 6,502,651 0 质押 5,600,000 

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5 6,340,085 0 无 0 

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6 5,073,600 0 无 0 

陈国良 境内自然

人 

3.91 5,003,300 0 无 728,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2.38 3,049,634 0 无 0 

温州东楷富文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5 3,009,538 0 无 0 

上海创丰昕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 2,543,03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胡震、朗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鸿立投资、华享投资由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公司股东当涂鸿新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同一人，因此鸿立投资、华享投资、当涂鸿

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东楷富文、创丰昕舟、创丰昕文、

创丰昕汇、东仑金投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私募基金，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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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

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制造业将由传统设备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以新能

源、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还处于成长期。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指导，

充分发挥工艺、质量、客户等优势，坚持“以人为本，把产品做成工艺品”的经营理念，持续以

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技术进步，不断丰富产品结构，壮大主业，并通过各项经营战

略的实施，在研发能力、产品质量与客户群体等方面逐步构建起核心竞争力，为国内新能源行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主业并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虽然持续影响外

向型企业的发展，但公司通过不断拓展新客户，收入得到了有效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好的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21,088,364.64 元，较去年同

期减少 155.11%。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随着募投项目逐步建设完成，公司各项投入均明显增加，各项固定费用增长较快，其中固

定资产折旧增加 1,725.44 万元，同比增长 81.14%，经营规模扩大引致员工薪酬支出增长 4,783.49

万元，同比增长 73.24%；以及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增长 1,788.16 万元，同比增长 183.92%。 

2、为保持员工稳定性，在公司自动化设备增加、自动化程度提高、资产折旧摊销大幅提高的

情况下，人员工资短期未实现有效下降，引致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维持在较高水平。 

3、因公司固定费用增加，公司盈亏平衡点对应的产品收入大幅增加。但由于涂装等部分关键



工序暂未完工进而影响实际产能，加之新客户 Enercon 因物流调度等原因调整提货计划，公司 2019

年上半年风电设备收入未能实现与固定费用相匹配的增长，风电设备产品产能利用率较低，导致

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费用大幅上升，风电设备产品毛利率显著下滑。 

4、由于前期新客户开拓及新产品开发导致的报废产品增多，报废产品发生生产成本 1,064.09

万元； 

5、公司上半年理财收益减少 1,645.26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减少 85.94%；公司实施的第一期

股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股权支付费用 409.56 万元。 

6、公司新业务光热设备产品及为国内风电客户新开发的定子段项目由于还处于新产线调配阶

段，生产效率未达最优化导致暂时处于负毛利状态。 

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截至报告期末在手订单 7.80 亿元，其中风电设备产品订单 5.69 亿元，

光伏设备产品订单 0.86 亿元，光热设备产品订单 1.21 亿元，其中主要产品订单数量如下表：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机舱罩 109 套 

转子房 356 套 

定子段 2,506 件 

光伏支架 482.85 MW 

光热支架 140.92 MW 

 

此外，影响公司实际产能的涂装线已经于 7 月开始部分投入试生产，涂装产线建设预计下半

年陆续投产，风电产品实际产能和交货能力将显著提高，进一步提高收入增长的产能保证。再者，

公司新产线新产品工艺稳定后，产品报废比例也将大幅度降低，公司也将逐步优化新产品和新工

艺方案，提高生产管理效率，降低成本费用率，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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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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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