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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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482,980.92 3,355,785,010.39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96,144,605.19 1,402,421,628.7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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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334,496,456.34 -174,320,532.94 291.89 

营业收入 900,243,774.30 645,389,888.63 3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942,011.35 -21,088,364.64 26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323,707.87 -23,927,427.02 21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9 -1.52 增加4.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17 26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17 2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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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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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 37,289,642 37,289,642 质押 25,770,700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15 13,000,000 0 质押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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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4,870,000 

海南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9 6,394,751 0 质押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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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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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90 4,992,736 0 无 0 



陈国良 境内自

然人 

3.54 4,531,360 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02 3,864,838 0 无 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

－光大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2.11 2,70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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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受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调整及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加之全球性、

地域性政经摩擦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随着国内疫情的

有效防控，逐步实现了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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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主业并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国际外贸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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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实现较快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94.20 万元，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利润

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去年同期由于阶段性因素影响导致亏损，本期上述影响已逐步消除。 

2、公司主营业务增长较快，各子公司收入稳步增长为公司合并利润做出积极贡献。 

3、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扶持政策，阶段性减免公司社会保险费

用，有效减少了公司的成本支出。 

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截至报告期末在手订单 9.6 亿元，其中风电设备产品订单 8.7 亿元，

光伏/光热设备产品订单 0.6 亿元，紧固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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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套 

转子房 233 套 

定子段 3171 件 

塔筒 28 套 

光伏/光热支架 112.65 MW 

紧固件 628 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基于高端存量客户，持续拓展销售渠道 

公司凭借技术、质量和工艺等优势，成为西门子集团（Siemens）、通用电气（GE）、ATI、上

海电气（SH:601727）、特变电工（SH:600089）、阳光电源（SZ:300274）、天合光能（SH:688599）、

Nordex、Enercon 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基于优质存量客户，公司继续紧盯高端优质客户，先

后顺利通过金风科技（SZ:002202）、东方电气（SH:600875）供应商体系审核并已签订订单，而且

与 Nextracker、Vestas 等高端客户的洽谈也在有序推进中，进一步丰富了客户渠道，扩大了市场

影响力。 

2、积极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各项政策和规划的出台，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报告期内，①公司收

购的尚和海工，积极进入海上风电安装及运维行业，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业

绩增长点，优化公司产业布局，紧紧抓住机遇推进海上风电产业链相关业务的发展。②公司收购

的上海底特，一方面积极进入高端紧固件行业，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上市公司本身在风电行业已积

累的资源，协助上海底特进入风电紧固件行业，使之业务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产业协同效应，拓

宽其业务领域。 

3、募投项目逐步完工，产能配套提升 

报告期内，自动化涂装生产线建设项目陆续调试完工，有助于完善公司涂装配套能力，提升

公司产品整体质量及竞争能力，促进风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4、自动化、信息化建设持续深化，推动企业快速成长 

通过对公司老旧产线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员工工作强度明显减轻，生产效率持续提高。通

过对运营数据的深度挖掘，进一步推进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在软件厂商合作下，将工程软件、信

息系统、物联网技术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企业制造资源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模式转变。公司计划

通过对网络系统的升级改造，将数字机床、数字焊机、焊接机器人等接入物联网平台，对每一台

设备的加工状态实现实时监控，并结合信息化系统对设备加工进行有效控制。未来，公司的生产

效率将显著提高，质量缺陷将大幅下降，产品交期缩短，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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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