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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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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热 股票代码 3002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汉武 吕树栋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18 号 江苏省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18 号 

电话 0511-88988598 0511-88988598 

电子信箱 
sunhw@dongfang-heater.com; 
dfzqb@dongfang-heater.com 

dfzqb@dongfang-he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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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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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40,252,043.35 1,172,098,687.14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077,195.46 80,540,019.70 -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0,832,924.97 71,900,347.90 -2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2,368,815.99 -248,663,198.51 4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632 -2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632 -2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 4.2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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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673,352.78 3,701,395,090.02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3,651,978.62 2,007,080,588.63 1.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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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荣生 境内自然人 16.37% 208,477,488 156,358,116 质押 140,400,000 

谭伟 境内自然人 12.16% 154,836,640 116,127,480 质押 38,000,000 

谭克 境内自然人 12.16% 154,836,640 116,127,48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6% 4,562,320 0   

解钟 境内自然人 0.29% 3,689,200 2,766,900   

倪多仙 境内自然人 0.29% 3,643,361 0   

刘润峰 境内自然人 0.28% 3,591,366 0   

解娟 境内自然人 0.26% 3,349,890 2,512,417   

江羽 境内自然人 0.22% 2,835,400 0   

蒋敬廉 境内自然人 0.19% 2,451,8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谭荣生与谭伟、谭克为父子关系，谭伟、谭克为兄弟关系，三人属于一致

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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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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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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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坚守“顾客至上、诚信为本、精细管理、创新发展”的核心价值

观，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效益，以诚信求发展”的经营理念，持续跟踪行业发展趋势，有序推动智能工厂建设，

大力开展多种培训，全面推行精细管理，不断加强质量控制，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生产经营取得预期成效，

主营业务总体形势向好，但少数业务领域市场环境发生较大不利变化，业务发展明显不及预期，对公司整体效益产生了一定

的不利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共实现营业收入124,025.2万元，同比增长5.8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6,207.72万元，同比下降22.92%。主要情况如下： 

1、母公司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882.45万元，同比增长6.07%；实现净利润6,084.30万元，同比下降15.85%。净利

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主营业务成本上升。 

2、镇江东方销售收入稳步提高。 

报告期内，镇江东方实现营业总收入4,970.34万元，同比增长13.70%；实现净利润200.18万元，同比下降28.86%。净利

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计提还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112.49万元。 

3、东方瑞吉新增订单量达到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东方瑞吉新签订合同共计19,000万元，同比大幅增加；实现营业总收入9,884.48万元，同比增长46.77%；实

现净利润518.38万元，同比下降60.90%。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二点：一是投资收益同比减少814.97万元，二是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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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提还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228.49万元。 

4、江苏九天销售收入略有下降。 

报告期内，江苏九天实现营业收入25,510.89万元，同比下降5.90%；实现净利润597.80万元，同比下降75.60%。净利润

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光通信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产品利润率大幅下降。 

5、东方九天销售不及预期。 

报告期内，东方九天实现营业收入5,836.68万元，亏损604.32 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推广不及预期，产能没有

达到预期的盈亏平衡点。 

（二）发展展望 

1、多晶硅价格总体稳定，多晶硅行业技术改造及扩产动力有望增强，公司凭借领先的研发优势、技术优势和制造优势，

有望在该行业中持续获得大额订单。 

2、5G通讯商业牌照已经发放，5G通讯行业大规模建设正在逐渐展开，通信光缆用钢（铝）复合材料需求已有所回升。

江苏九天将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结构转型，以价换量，控制成本，新市场开发等方法，改善企业盈利能力。 

3、公司未来将着力研发创新，打造科技项目孵化基地，特别是发挥上海研发中心的引领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

进公司向技术领先型制造企业迈进。 

4、公司智能工厂建设正有序推进，公司正在逐渐由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向智能生产型企业转变，随着生产效率的持续

提升，产品的综合成本有望持续下降。  

5、电动汽车PTC生产车间上半年已经搬迁完成，产能明显上升。公司将加大新能源汽车用PTC电加热器的推广力度，力

争新能源汽车用PTC电加热器销售持续增长。 

6、电加热器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公司生产的集成控制水暖PTC电加热器已经广泛应用于氢能源汽车电池的

热管理系统，公司将继续完善和深化氢能源汽车电池用电加热器产品，加大同类产品的研发和创新。 

7、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控股子公司绍兴东方厂房新建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之中，预计年内建成并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项

目建成之后，有望大幅度提升公司小家电用电加热器生产能力，同时有利于公司向小家电OEM制造商转变。 

8、铲片式PTC电加热器市场空间较大。公司间接控股东方山源后，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管理优势、资金优势、客户优

势，进一步做强做大东方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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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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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号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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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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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韩国新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东方电热韩国株式会社，纳入本期合并报表。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荣生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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