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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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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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廷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章卫东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爱施德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1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米泽东

赵玲玲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1 号新兴产业园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1 号新兴产业园
（健兴科技大厦）C 栋 8 楼
（健兴科技大厦）C 栋 8 楼

电话

0755-21519907；0755-21519888 转董事会 0755-21519907；0755-21519888 转董事会
办公室
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aisidi.com

ir@aisid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存在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3,795,086,423.16

29,183,016,939.40

-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868,240.00

153,893,586.59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2,261,769.59

117,535,524.22

12.53%

-692,020,989.80

1,932,860,563.20

-13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7

0.1242

1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7

0.1242

1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2.79%

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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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10,442,747,331.76

10,247,229,234.89

1.91%

4,779,187,018.82

4,921,808,809.07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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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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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52.50%

650,644,303

质押

487,980,000

赣江新区全球星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管理有限公司

9.83%

121,800,000

质押

29,000,000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4.21%

52,128,000

质押

50,664,000

先锋创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25,020,000

25,020,000

质押

25,020,000

唐进波

境内自然人

1.57%

19,489,560

19,200,000

黄绍武

境内自然人

1.16%

14,362,431

10,771,82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0.99%

12,271,999

张蒙

0.53%

6,539,141

新余爱乐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心（有限合伙）

0.44%

5,400,000

5,400,000

黄文辉

0.43%

5,313,300

3,984,975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黄绍武先生持有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37%的股权，并持有赣江新
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37%的股权，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赣江新
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黄绍武先生与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关
联股东的关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黄文辉先生为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黄文辉先生与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全球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6,000,000 股，股东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000,000 股，股东张蒙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39,141 股，股东张党文通过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190,84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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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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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7 深爱债

债券代码
112582.SZ

债券余额
（万元）

到期日
2020 年 09 月 04 日

60,000

利率
5.9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上年末
52.4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50.14%

上年同期
2.97

2.3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5

0.6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在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下，公司运营效率、组织效率、资金效率持续提升，保证了主营业务的稳健持续
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79,508.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4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186.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68%。
（1）智能终端分销业务
智能终端分销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充分发挥渠道价值，继续提升效率和服务能力，巩固并扩大了与
一线合作品牌的深度、广度和紧密度，保持了分销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合作品牌在国内及海外业务的
进一步提升，形成与手机厂商和渠道客户的多赢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分支机构进行组织架构改革，推行事业部制度，并持续深化网格化运营管理模式，最
大限度的提升效率，增强与厂家合作粘性，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实现了分销能力再造。同时，建立
以业绩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考核激励机制，形成精细化营销末端管理模式。在业务上，依托智慧供应链，将
分销、物流、仓储、金融等进行联动，为上下游产业提供标准化服务。爱施德在线移动端上线，为合作客
户提供在线电子签约平台，同时在支付、物流配送及签收等环节进行全面升级。
（2）金融及供应链服务业务
作为国内领先的智能终端供应链服务商，公司精于智能终端行业供应链管理，及对上下游客户的运营
和资信状况的了解，快速构建了横跨海内外的闭环高效的智能终端供应链管理和风险控制系统，保证了运
营安全和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打造金融科技能力，与智能货柜厂商深度合作，共同开发了具备新零售、金融和
物流属性的手机自动售货机和智能仓储柜。该项目已成功落地实施，为B端零售客户赋能，使其专注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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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司一贯坚持利用新的金融科技实力，推进从传统金融服务向科技金融服务的升级，为公司“产+融”
结合战略落地提供有力保障。
（3）通信服务业务
公司业务资质不断扩充，获得了“国内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许可证”，“用户终端的通话方法与装置”
国家发明专利权，以及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移动转售业务持续整合行业优势资源，打造“运
营商+服务商”的渠道产业模式，推动互联网化服务渠道转型，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继续保持行
业领先。
U.商汇——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服务体系，平台功能不断优化，销售服务能力不断夯实，积累码号资
源超过1800万，网点规模超过5万家。同时，在SIM卡+智能终端（手机、手表、行业应用终端）捆绑销售
的业务模式上实现突破。
U.友智联——Iot全球智能连接体系，以技术为引领，基于Uyou-eSIM 全球连接管理平台，高度集成
SIM卡资源、模组硬件、云管理平台等通信服务能力，提供专业的整体解决方案，在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
分/子公司国际物联网卡及物联网管理平台的招标中中标。
U.友MVNE——高效可靠的IT开放赋能体系，以自有支撑体系为基础，开放能力，支持客户深度定制化
的集成需求，业内两家虚商企业IT系统已托管至公司系统。
（4）智慧零售业务
公司智慧零售平台建设初见成效，形成了“酷动（Coodoo）”、“由你购（YNG）”、“一号机”和
“爱保科技”四大零售品牌并驾齐驱之势，融合线上线下，贯穿售前售后，为C端客户提供高效的新零售
服务和全新体验。
报告期内，“酷动（Coodoo）”持续优化门店布局和成本结构，实现了主配件销售规模同比稳步增长；
同时持续扩大实施门店合伙经营激励计划，激发了门店基层业务单元能量，实现同店同比销售增长，店均
人效增长，整体解决方案的销售能力达到同行业领先，在智能手机行业同比下滑的背景下，酷动上半年实
现销售收入、净利润同比双增长。
“由你购（YNG）”在报告期内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渠道新零售管理系统和平台，线上拥有
C端用户超过千万，线下服务众多的小b客户，实现线上线下打通的电商和门店协同的运营。主要在广西、
内蒙古多个三四线城市与客户门店合作，落地线上线下的平台，统一品牌，统一系统，为用户提供标准一
致，又具有本地化的服务和产品，在确保盈利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用户规模，增强用户体验和活跃度。
“一号机”构建了智能终端的新零售和新分销能力，依托公司强大的品牌优势和资源获取能力，向上
整合优质厂商资源，形成涵盖新生态手机、泛智能产品分销、泛衍生业务三大模块，且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客户覆盖不断扩大。
“爱保科技”在报告期内强化与国际化保险公司和手机主流品牌厂商的战略合作，不断优化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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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结构，为通讯行业新零售转型提供保障，为终端用户提供手机延保服务；同时，与重点区域通讯零售企
业及运营商建立合作，已建立覆盖全国32个省、300余地市的手机维修合作网络，成为公司新零售板块重
要创新力量。爱保科技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实现自动化风控管理，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爱保科
技”在报告期内强化与国际化保险公司和手机主流品牌厂商的战略合作，不断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为通讯
行业新零售转型提供保障，为终端用户提供手机延保服务；同时，与重点区域通讯零售企业及运营商建立
合作，已建立覆盖全国32个省、300余地市的手机维修合作网络，成为公司新零售板块重要创新力量。爱
保科技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实现自动化风控管理，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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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新财务报表格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9〕6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9〕8号

债务重组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财会〔2019〕9号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
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
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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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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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1-6月纳入合并范围的子企业共87户，本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3户，减少14户。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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