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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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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8 月 29 日的公司总股本 1,270,529,5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 20,359,837 股后的股份 1,250,169,6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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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科技 股票代码 00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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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功武 沈琳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坊兴路 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坊兴路 8 号 

电话 0510-88278652 0510-88278652 

电子信箱 dm@yatal.com zd@yatal.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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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021,691.01 1,754,327,407.58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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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903,601.26 188,135,497.39 -2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546,877.27 147,859,469.61 -3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839,524.78 233,578,336.40 -4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2 0.1481 -2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2 0.1481 -2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3.96%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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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7,871,462.44 5,458,838,292.13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07,403,795.23 4,892,910,445.32 -5.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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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福海 境内自然人 39.07% 496,432,134 372,324,100 质押 172,165,000 

周吉 境内自然人 6.83% 86,756,498    

项洪伟 境内自然人 4.29% 54,517,133  质押 49,110,000 

于丽芬 境内自然人 3.73% 47,385,000    

无锡金投领航

产业升级并购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9% 39,252,336    

兴银基金－浦

发银行－爱建

信托－爱建信

托云溪 16 号事

务管理类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4% 22,116,485    

中车金证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20,249,221    

湖北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

司－湖北国资

运营东湖定增 1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1.54% 19,626,16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11,331,800    

财通基金－浦

发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

信富春 7 号单

其他 0.45% 5,74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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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周福海、于丽芬、周吉为家庭成员关系（于丽芬为周福海之妻、周吉为周福海

之女）；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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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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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摩擦加剧的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

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全球汽车市场整体出现不同幅度下滑态

势，行业竞争加剧，其中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实现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3.7%和12.4%；但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实现61.4万辆和61.7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48.5%和49.6%。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502.1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90.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85%；公司出口销售收入

实现18,975.95万元，同比增长18.55%；公司型材、管材和棒材合计产量为6.81万吨，同比下

降6.24%，销量为6.72万吨，同比下降9.01%。报告期，面临全球及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公司

以未来发展战略为核心导向，注重业务布局优化、产品技术创新，加大力度推进市场营销、

降本增效等管理改善工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继续巩固和提升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市场

优势地位，重点推进公司产品在其他新兴领域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军民融合等领

域的市场拓展和产品交付工作，并持续积极探索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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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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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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 2019 年中期财

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公司自2019

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

执行财政部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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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福海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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