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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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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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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14,224,295.3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6,673,401.56元，合计为-130,897,696.86元。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

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0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0元。 

公司本年度拟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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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科技 600520 中发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 毕静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路电子工业

区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

路电子工业区 

电话 0562-2627520 0562-2627520 

电子信箱 office@chinatrinity.com bj@chinatrinit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我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到五个相关领域，分别为： 

一、半导体塑料封装模具、装置及配套类设备产品，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封装测试产业。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设计、制造、销售半导体封测设备、模具、压机、芯片封装机器人集成系统及

精密备件。 

2、主要产品:半导体塑封模具、自动切筋成型系统、分选机、自动封装系统、压机、芯片封

装机器人集成系统以及半导体精密备件等 

3、用途：半导体器件生产过程中，封装成型检测使用所需设备和模具。 

4、经营模式：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产品的经营模式。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随着 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医疗

电子以及可穿戴电子产品等新兴应用市场的扩展和普及，全球半导体产业在未来几年有望持续增

长。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行业处于稳步提升期，但 2019 年半导体产业年均增速有所放

缓。 

2、周期性特点：半导体市场周期性特点为 4-5 年一个轮回。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负责起草了塑封压机行业标准、自动封装系统行业标准，这有

助于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主导产品技术指标较先进。 

4、各项主要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位置：半导体制造后段设备。 

5、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关系及影响：富仕三佳主要以生产塑封压机和自动封装系统为主，三

佳山田以半导体塑封模具和切筋成型系统为主，居于同一行业，面对相同的客户，形成一条产业

链，在营销组合和市场推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6、其它补充内容：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势态：随着 5G 和 AI 的快速推进，我国半导体行业景

气度进入向上周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上半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制裁和技术壁

垒，加速“中国 2025 制造”的逆势推进，加速国内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国产化进程加快。

对于从事专业半导体装备制造公司来说，迎来难得发展机遇和挑战。 

 

二、化学建材挤出模具及配套设备属于化学建材行业。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设计开发、制造并销售挤出模具及设备。 

2、主要产品:高速挤出成型模具、多腔稳定高速模具、共挤模具、发泡模具类、其它非门窗



类模具；挤出机下游设备：定型台、牵引机、切割系统、翻料架及抛光机等。 

3、用途：该类模具及设备主要用于生产塑料门窗用的型材、板材、装饰型材等领域。 

4、经营模式：直销+代理+网络销售。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外贸的销售占比，设备类产品的销售占比，生产成本的费用占比，

新品研发的占比等对公司业绩具有较大影响。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建筑门窗市场的潜力巨大,随着城镇化建设发展也促进了建筑

市场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进程加快，在未来几年里，对建筑门窗幕墙的潜在需求量将呈上升趋势。

首先，我国出台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以塑代钢、以塑代木等多个塑料建材项目，为塑料门窗带来

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带动行业的迅猛发展。模具公司的主要客户群就是塑料型材厂家，塑料门窗

的发展必定会带动模具的发展。所以，模具的需求量是逐渐加大的，模具厂家的数量也在逐年增

多。随着技术的不段进步，客户对模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后续服务质量也要跟上。通过这几年

的发展，模具厂家逐渐处于饱和状态，在未来几年里，对模具的需求将会出现逐渐上升到平稳的

水平。 

2、周期性特点：由于模具制品与建筑以及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上游产业以及市场的波动将

会极大影响模具的销售，近几年随着相关行业的起伏也多次出现了市场销售波动的情况。国外市

场受限于地区局势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影响，随着产业的兴起以及投资的增多也会带动我们产品的

市场热度。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TRINITY 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中的优势在于从事模具行业的历史

久，上市公司的品牌、服务方面更有保证。因此在长期的合作中往往更容易获得一些大客户的认

可，拥有稳定的大客户群。另外，中国市场相对低的成本使 TRINITY 产品在与国外竞争对手比较

时，性价比更高，更能获得中低端客户认可。三佳模具与国外模具商的优势在于劳动成本较低、

有价格优势。与国内模具商相比，三佳模具在品牌、技术、销售、管理、服务上都在一定程度上

占有优势。 

4、各项主要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模具目前处于型材生产的中端，其上游包含了原料、挤

出设备等，下游包含对于型材生产辅助等相关设备。 

5、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关系及影响：型材生产各个环节，彼此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的，整个产

业的完善运作需要上下游协同发展前进，任何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产品。 

 



三、精密零部件制造、轴承座及配套的注塑件，属于装备制造行业中的精密机械加工、重型

机械带式输送机行业。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精密零部件 

2、主要产品：精密冲压件及精密注塑件，其中冲压轴承座及密封件产品占公司销售额 90%

以上。 

3、用途：用于重型机械中长距离散料输送带式输送机零配件 

4、经营模式：由用户提需求、下订单定制化制造，自主销售和出口。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凭借自身优质的质量和服务，海德精密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得到全球

大部分高精端客户的认同，先后与蒂森克虏伯、意大利陆美嘉等全球矿山机械尖端跨国企业集团

都不同程度地展开了良好的合作，目前产品已经直接出口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度

公司合同承揽约 3800 万元，出口额约 2800 万元，达到历史新高。 

6、其它补充内容：2019 年公司投资建成了一条密封件自动注油生产线和 5 台注塑生产设备

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改造，公司利润大幅度增长。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国内带式输送机行业过去四年来处于发展低谷，虽然 2019 年

以来行业经济有些复苏，但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产品利润率还是处于较低水平，行业经济整体运

行仍旧处于低水平的运行阶段，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产品利润较低，行业内多家企业正在或将要

进行转型升级改造，带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是行业的总体发展趋势。 

2、周期性特点： 

(1)从带式输送机行业的数据分析可见，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工业总产值稳中有升，产品

利润率有所提高。 

(2)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下，带式

输送机行业骨干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较好，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份

额。逐步打造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竞争新优势，加快了企业国际化发

展步伐。 

(3)行业企业能够瞄准带式输送机产业链以外的优势产品和市场，做好战略规划和调整，根据

企业自身特点，做好企业发展规划。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中国带式输送机行业理事级单位，行业标准制定单位，公司产品质



量、规模位于轴承座行业前列。 

4、各项主要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是中国带式输送机行业下游的配套零部件生产制造企业。 

5、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关系及影响：带式输送机主要广泛应用在港口、火力发电、钢铁、煤

炭、矿山等行业的散料输送，上游客户主要为从事带式输送机整机以及带式输送机托辊生产厂家，

行业上下游部分企业间也尝试产能共享、资源互补。 

 

四、房屋建筑门窗。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主要从事门窗的生产及销售业务。 

2、主要产品：铝合金或塑钢材质的固定窗、平开窗、推拉窗、百叶窗、平开门、推拉门等。 

3、用途：门窗是居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建筑物围护结构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

建筑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筑的整体造型有很大的影响。具有保温、隔热、隔音、防水、防

火等功能。 

4、经营模式：设计+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的兴衰、政府单位及安置房的拉动、市场容量、产

品更新换代、消费习惯和竞争品牌等。 

6、其它补充内容（应重点突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变化）： 

建筑节能要求提高，对门窗节能提出更高要求。公司生产的门窗产品在铝型材上选用 20mm、

24mm 高隔热条，门窗玻璃使用了充氩气、中置遮阳百叶等节能产品，导致此类门窗单价有所提

升。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完全竞争阶段 

2、周期性特点：属于房地产上游行业，紧随着房地产周期波动。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目前我们公司门窗生产水平在安徽处在中上游水平。生产效率在安

徽处于前列。公司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等内生式发展巩固已有的行业地位，同时围绕门窗建

材主营业务向上下游拓展，并充分利用国内政策和市场有利环境促进公司外延式发展。公司的营

业收入和利润将进入持续稳定的上升阶段。 

4、各项主要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位置：门窗销售业务，处在房地产上游。受房地产周期影响大。 

门窗生产业务，需要采购铝合金及塑钢型材、玻璃、五金配件和密封胶、胶条等辅材；处于



此类产业的下游。 

5、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关系及影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的增长，会使门窗产业的需求递增。

门窗生产会带动门窗原材料（铝型材及塑钢型材、玻璃、五金配件和密封胶、胶条等辅材）的市

场。同时，门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影响着房屋建设成本，最终会反馈到房价上。 

其它补充内容：消费者对高端门窗产品的需求与期望越来越高。未来几年，门窗市场需求将

逐渐向高端集结，高端门窗产品的销量与增长速度也会平稳向前发展。 

房地产市场的萎缩，是对整个行业最大、最直接的威胁。 

 

五、新型环保节能 SMD LED 支架类产品及 LED 点胶设备,属光电行业。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SMD LED 支架、点胶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主要产品：3427、2835、5630、3806、5050、3020、LED 点胶机等。 

用途：LED 产品最主要的原物料之一，负责承载芯片、导电和散热；LED 封装。 

经营模式：自产自销。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LED 产品的广泛应用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二）行业情况说明 

LED 行业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价格的进一步降低，LED 将在家居照

明、商业照明、工业照明等领域逐步渗透，形成潜力巨大的应用市场。随着植物照明、MINI LED

和 MICRO LED 、车用照明等行业的发展，LED 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1）周期性特点：2020 年，将持续增长态势,增速较前两年会有所放缓。 

（2）各项主要业务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我司产品为 LED 贴片支架和点胶机，处于产业链的中

游。 

（3）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关系及影响：LED 产业链上游的芯片的生产和制造，技术含量较高，

对下游终端产品的品质起着关键作用。支架作为中间环节，负责承载芯片，作用也很重要，下游

为终端应用产品。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953,111,547.59 967,311,900.76 -1.47 869,940,432.20 

营业收入 258,763,584.39 307,625,843.56 -15.88 313,049,82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504,726.56 5,043,826.32   7,951,10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564,128.36 -10,876,669.66   -8,444,36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9,713,940.01 442,218,666.57 -16.40 437,174,84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26,218.70 8,070,415.51   10,244,62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03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0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86 1.15   1.8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4,166,953.51 70,523,236.31 69,538,650.75 64,534,74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025,371.74 -11,600,531.69 -3,978,960.58 -38,899,86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9,101,188.75 -14,614,416.76 -8,791,942.91 -42,056,57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928,342.49 8,585,731.90 -5,504,916.83 10,021,308.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6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件的

股份

数量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0 27,073,333 17.0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0 20,388,437 12.8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6,651,551 14,283,884 9.02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0 11,510,478 7.2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孙娜 0 2,301,050 1.45 0 无 0 未知 

宁波大榭开发区虹雪

贸易有限公司 

336,800 2,066,800 1.3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唐菊芳 0 1,843,256 1.16 0 无 0 未知 

卓桂兰 1,688,111 1,688,111 1.07 0 无 0 未知 

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 1,567,903 0.99 0 质押 1,567,903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虹 0 1,400,000 0.88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佳集

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业”）、

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资产”）亦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三佳集团、瑞真商业、文一

资产均为一致行动人关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紫光集团”）与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光通信”）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除三佳集团、

瑞真商业、文一资产、紫光集团、紫光通信之外，上述其他

五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258,763,584.39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504,726.56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铜陵三佳山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山田）、安徽中智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智光源）、中发电气（铜陵）海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精密）、铜陵三

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商贸）、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仕三佳）、中发

（铜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铜陵）、安徽宏光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光窗业）、文

一三佳（合肥）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机器人）8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