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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6                    证券简称：台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5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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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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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42,0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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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台基股份 股票代码 3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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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进 钱璟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传真 0710-3500847 0710-3500847 

电话 0710-3506236 0710-350623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echsem.com.cn securities@techsem.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其功率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为功率晶闸管、整流管、电力半

导体模块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电气控制和电源设备，包括钢铁冶炼、电机驱动、大功率电源、输变配电、轨道交通、电

焊机、新能源等行业和领域，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采取直营销售和区域经销的模式，营销渠道稳定通畅。本报告期，由于经济

增速下行，市场需求不足，尽管公司强化成本费用管控，积极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但公司主导产品功率半导体

器件产销量同比总体减少，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我国功率半导体器件产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基地。虽然受行

业周期性调整的影响，行业发展处于低迷时期，但前景依然看好。从发展趋势看，整机系统的发展，节能环保的需求，带动

了分立器件产品的需求增长和结构升级。但从技术水平看，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技术水平仍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国内厂商除少数企业外，总体规模较小，缺乏技术力量，同时国际功率半导体器件企业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加剧了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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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国内企业逐步掌握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产业化的设计、制造技术并实现批量生产，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产业化生

产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地位，迫使国外厂商相应产品不断降价，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为国内功率半导体器件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台基股份在电力电子行业--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细分领域的综合实力、器件产能和销售规模位居国内同业前列，产品应用

领域宽泛，品种规格齐全，具有产能交付和质量优势。公司在中频感应加热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在电机节能与控制领域占有

一定份额，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生产企业之一。近年来，受经济增速下行影响，公司业绩出现下降。公司将重

点开发高端新产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寻求投资项目，扩大发展空间。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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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66,154,459.67 221,713,221.94 -25.06% 220,113,20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35,996.20 43,902,563.78 -34.55% 40,172,35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58,240.14 39,202,365.60 -38.89% 37,198,09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3,505.11 70,322,743.85 -59.57% 71,830,70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23 0.3090 -34.53% 0.2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23 0.3090 -34.53% 0.2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5.39% 下降 1.77 个百分点 4.8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32,431,276.35 879,421,548.34 -5.34% 907,550,33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9,041,550.75 817,137,554.55 -3.44% 830,066,990.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949,591.24 47,840,129.94 42,437,828.75 36,926,90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5,703.18 9,463,215.13 2,502,490.65 10,524,58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84,780.95 7,816,107.58 1,963,764.90 8,093,58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615.64 19,163,270.32 452,268.40 9,761,582.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6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10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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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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新仪元半导

体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2% 56,860,000 19,390,000   

富华远东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42% 9,120,000 0   

中国银行－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5% 3,344,125 0   

华融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华

融·盛世景新策略

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12% 3,005,18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2,969,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文体健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1,829,976 0   

丰和价值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0% 1,710,000 0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77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1.17% 1,667,6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全

球互联网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1,630,7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1,077,3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1,077,319 股，为其旗下产品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昊青价值稳健 1 号投资基金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昊青价值稳健 1 号投资基金的出

资人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邢雁、颜家圣、刘晓珊、吴拥军、徐遵立、林庆

发、康进。上述股东中，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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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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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昊青价值稳健1号投资基金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出资人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该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台基股份。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市场需求不足，下游整机和维修市场疲软，公司主导产品功率半导体器件产销量总体减少，

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等主要业绩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竞争压力，公司着力调整和优化

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强化成本和费用控制，保持了公司在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领先地位。 

（1）主要指标。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15.45万元，同比下降25.06%；利润总额3,288.90万元，同比下降3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73.60万元，同比下降34.55%；基本每股收益0.2023元，同比下降34.53%；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3.62%，同比下降1.77个百分点。全年销售各类功率半导体器件98.29万只（包括晶闸管、模块、芯片、组件、散热器

等），同比下降14.01%，其中晶闸管销售37.77万只，同比下降28.55%；模块销售49.13万只，同比下降0.20%。 

（2）产品销售。公司发挥产能交付优势，扩大市场份额，保持和巩固公司在中频感应加热领域的领先地位，产品市场

占有率相对稳定。同时公司加大新客户、新产品、新市场的开发力度，海外客户和高端客户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公司相继开

发了正泰电器、鞍山荣信等高压软启动、高压无功补偿等领域的高端客户，通过电商平台扩大海外销售，提升了公司产品在

高端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公司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优化产品设计，满足客户需求，焊接模块销量有所增长，在串

联逆变和轨道交通等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公司加强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定向定制开发产品，积累潜在客户资源。 

（3）技术研发。公司通过完善项目管理模式，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研发，高压快速晶闸

管、大功率脉冲功率器件、高压模块等高端优势器件实现量产；公司着力工艺改进，产品良率有所提升；公司突破多项IGBT

封装测试技术，完成IGBT封装与测试产线建设和产品出样，有利于完善公司产品链，培育新的增长点。公司跟踪功率半导

体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参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开发更具专业性和竞争力的产品。公司取得13项专利授权和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4）内部管理。公司通过了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三体系认证审核、湖北省安全标准化审核、法国标准协

会IRIS质量体系认证审核，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公司完善精益生产，压缩在线库存，强化生产成本管控。加强

闲置资金管理，适时购买理财产品，提高现金管理收益。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优化岗位结构，提升员工技能，培育适

合公司发展的可用人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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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晶闸管 114,325,752.57 45,030,249.14 39.39% -30.66% -33.81% 2.88% 

模  块 49,372,354.88 6,310,607.41 12.78% -7.69% -3.73%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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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15.45万元，同比下降25.06%；营业成本11,395.32万元，同比下降24.6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73.60万元，同比下降34.55%。上述经营指标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市场需求

不足，下游整机和维修市场需求疲软，公司主导产品功率半导体器件产销量总体减少，导致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营业陈本、

净利润等主要业绩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竞争压力，公司着力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

保持了公司在功率半导体器件市场占有率相对稳定。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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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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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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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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