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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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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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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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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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JING（张静） 周晓萍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 号 

电话 0512-82557563 0512-8255756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com zhengquanbu@ak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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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548,410.82 2,491,718,745.50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95,305.44 69,008,692.82 -4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72,225.45 48,866,349.30 -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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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25,065.66 172,182,807.64 -11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21%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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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4,541,461.99 14,056,677,310.68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20,055,469.19 5,867,084,922.05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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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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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6% 703,082,000 0 质押 433,691,996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6% 235,920,200 0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71% 121,846,200 91,384,650 质押 121,846,20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60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0% 80,779,400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

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8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5% 74,187,100 0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63% 73,326,761 0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46,980,000 0   

季晓萍 境内自然人 0.46% 20,664,7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9% 8,737,876 0   

梁金铭 境内自然人 0.19% 8,580,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

业，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共持有 143,310,3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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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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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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爱康 01 112691 2021 年 04 月 26 日 30,000 7.4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28% 57.72% -2.4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2 2.24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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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光伏新能源事业的民营企业之一。从2006年成立至今，通过三次战略转型，逐步成为目前拥有三大

核心业务的新能源综合服务商。第一次，2006年至2010年，公司专注于光伏配件制造领域，确立了光伏制造板块细分产品的

龙头地位；第二次，2011年至2015年，以光伏电站投资为核心，公司完成了从配件供应商到电站运营商的转型，并确立了自

身民营光伏电站运维领军者的地位；第三次，2016年至今，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以光伏配件制造、高效电池组件制造、新能源

电力服务为三大核心业务的新能源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经历了2018年的光伏行业寒冬后，光伏行业政策以及行业形势逐步回暖。预计全球装机规模超过120GW，装机规模

释放利好的同时，财政部公布了2019年866亿可再生能源预算，国家财政部下达给地方电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预算

的通知》中光伏项目涉及7个省共30.8亿补贴资金。在这样全面提振士气、行业回暖的形势下，公司同时面对新的挑战，公

司将通过以低负债、高流通为要务，向轻资产经营的方向挺进，完成国际化、科技化、规模化的高效智造跨国公司战略转型，

聚焦新能源的轻资产服务业务，稳步推进战略布局，拥抱新能源电力平价上网时代。 

（一）以低负债、高流通为要务，完成向轻资产经营的转型 

公司自2011年上市以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开发建设光伏电站，通过增发等资本运作，在短时

间内将电站扩展至GW级规模，排在全国民营企业前列。受到行业政策等影响，公司率先调整了战略方向，连续3年转让690MW

电站资产，促进了资产结构调整，资产负债率下降，为已出售的电站提供运维服务有效促进了公司向轻资产服务型企业的转

型。今年公司持续推进剩余电站的出售工作，将完成从重资产、较高负债至轻资产、高流通、低负债的转型。 

（二）完成国际化、科技化、规模化的高效智造跨国公司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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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多年来在海外市场精耕细作，凭借海外优质的客户渠道和良好的客户关系，多个产品在欧洲、日本、东南亚等海外

市场独占鳌头。高效智造作为爱康战略转型的重要主题，首先立足的就是广阔的市场，拟通过并购海外资产等方式进一步奠

定国际化发展道路。持续研发异质结高效路线，为接下来的高科技发展奠定基础。公司拟通过张家港、长兴、赣州及未来的

越南四大基地规模化量产领先市场的高效电池组件技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取得市场领先地位，以最终跻身全国高效

电池和组件制造商第一梯队。 

1、国际化 

公司拟收购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越南光伏、越

南电池是越南最大的光伏制造企业。越南相比国内具有关税优势，且具有人工成本低、所得税减免政策等优势，通过收购，

公司将打破海外受限销售渠道，并与国内基地实现协同，互为补充，走出一条国际化道路。 

2、科技化 

公司坚持走高效电池、差异化组件竞争策略。电池方面，已顺利导入PERC高效电池产线，将电池效率提升至22%，目

前正进行设备技改，引入热氧退火及SE等技术；组件方面，双玻、水面电站专用组件、轻型组件、防尘组件等新型差异化

产品也获得市场青睐，预计在2019年Q4将推出多款功率超400W光伏组件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正积极布局异质结电池制造，基于异质结电池的特殊电性能和设计，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最领先的高效电池制造商。 

3、规模化 

公司在浙江长兴、江苏张家港、江西赣州建有三个国内基地，并拟通过收购越南标的，实现产能迅速膨胀，形成四大基

地齐发力，以快速跻身全球电池片、组件一级制造商梯队。 

（三）聚焦新能源的轻资产服务业务，稳步推进战略布局 

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体化，使光伏制造产品和服务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公司电力业务板块致力于打造成为业内一流的新

能源运营服务商，按照全寿命周期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打通了开发、建设、生产的各个管理环节，做到了各个生命周期内经

营活动目标一致、标准一致，构建起了光伏电站全寿命期投资和运营一体化的核心管理能力。结合国家电力改革，公司将继

续扎实做好运维、检测、售电服务。电力运营及综合能源服务板块运用“区域管理+总部大脑”的管理模式，在代运维、售电、

检测方面最大限度整合资源，目前运维近1.5GW光伏电站，处于国内同行业民营企业的前列。综合能源服务方面，公司持续

聚焦价值、聚焦优势业务、聚焦重点区域，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发挥机制优势，开展差异化竞争，提供专业和精细化服

务，服务企业客户超过6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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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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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Akcome Europe GmbH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 

甘肃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重庆爱康新能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山东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广西新康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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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福建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注销  

武安市爱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注销  

廊坊市中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  

乌海市航天睿思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  

乌海市航天智达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  

张家港爱康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销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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