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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3                           证券简称：扬杰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1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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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梁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杰科技 股票代码 30037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瑶  

电话 0514-87755155  

传真 0514-87943666  

电子信箱 zjb@21yangji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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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316,752,679.79 242,158,636.92 3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764,503.48 44,592,041.17 2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1,542,149.86 39,642,485.64 3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60,462.10 22,002,690.03 -52.4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635 0.3189 -8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65 -4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65 -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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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0% 14.49% -5.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38% 12.89%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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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685,266.74 543,766,391.69 5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666,480,559.37 385,053,694.67 7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4.0442 5.5805 -27.53%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6,530.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21,069.2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448,104.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271.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24,461.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17.39  

合计 6,222,353.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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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69% 78,600,000 78,600,000  

扬州杰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1% 31,000,000 31,000,000  

江苏高投鑫海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4,900,000 4,900,000  

吴亚东 境内自然人 2.85% 4,700,000 4,700,000  

王艳 境内自然人 2.67% 4,400,000 4,400,000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0.12% 200,001 0  

陈福伟 境内自然人 0.12% 198,5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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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福新 境内自然人 0.11% 180,000 0  

王水红 境内自然人 0.10% 169,300 0  

林小宾 境内自然人 0.10% 163,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江苏扬杰投资有限公司、扬州杰杰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梁勤女士； 

2、王艳女士为梁勤女士配偶之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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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2014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营销能力及销

售网络，持续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675.27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0.80%；营业利润为6,289.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03%；利润总额为6,831.89万元，较上年同

期上升27.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76.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54%，公司经营业绩继

续保持稳步增长。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功率二极管 177,444,581.72 128,581,388.81 27.54% 36.64% 38.66% -1.05%

整流桥 73,361,840.69 47,300,777.22 35.52% 2.45% -0.33% 1.80%

分立器件芯片 53,325,820.93 30,709,808.31 42.41% 54.96% 67.95% -4.45%

其他 9,838,090.25 7,174,612.74 27.07% 82.19% 99.74% -6.4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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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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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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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勤 

公告日期：2014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