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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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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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大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7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兰

徐红

办公地址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60km）

电话

0573-87813679

0573-87812298

电子信箱

xl@meida.com

xh@me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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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354,645.40

562,396,059.15

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300,949.89

145,795,262.13

2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7,424,483.80

139,529,152.96

2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275,674.04

144,494,285.0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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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3

2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3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4%

11.38%

2.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673,627,259.43

1,780,577,615.37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6,673,845.38

1,365,076,241.34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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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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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夏志生

境内自然人

23.20%

149,901,500

112,426,125

夏鼎

境内自然人

20.99%

135,616,000

101,712,000 质押

夏兰

境内自然人

10.22%

66,000,000

49,500,000

王培飞

境内自然人

6.17%

39,860,026

29,895,019

徐建龙

境内自然人

4.18%

26,987,358

20,240,518

钟传良

境内自然人

3.91%

25,252,617

18,939,463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0.89%

5,720,755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89%

5,717,920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零七组合

0.82%

5,325,117

0

杭州纯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纯阳十号私 其他
募证券投资基
金

0.58%

3,750,052

0

数量

80,860,000

夏志生、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的说明
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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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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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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通过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快高端
化新产品的研发及投产，加速多元化营销渠道的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力度等措施，取得了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
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度的经营目标和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435.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24%，实现利
润总额21018.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30.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04%，
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进一步夯实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04,354,645.40

562,396,059.15

25.24%

营业成本

327,737,335.72

274,445,330.19

19.42%

销售费用

116,018,198.28

64,016,775.70

管理费用

31,017,082.47

40,417,349.30

-23.26%

财务费用

-3,887,834.90

-1,716,001.07

126.56% 比上期增加126.56%，系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27,884,663.20

25,034,964.71

11.38%

研发投入

24,315,238.12

15,344,867.70

58.46% 比期上期增加58.46%，
系本报告期研发投入增
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5,275,674.04

144,494,285.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1,322,134.84

-13,299,038.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0,366,478.44

-298,961,367.4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36,412,939.24

-167,766,120.83

81.23% 比上期增加81.23%，系
本报告期投入广告费增
加。

21.30%
-737.07% 比上期减少740.92%，主
要系本期投资支出较多
所致。
-0.47%
-40.92% 比上期减少40.92%，主
要系本期投资支出较多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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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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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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 鼎
二 O 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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