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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16-026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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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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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95，422，3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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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创电子 股票代码 0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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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倬桢 兰日明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传真 0791-88161608 0791-88161608 

电话 0791-88161608 0791-88161608 

电子信箱 hzz@lcetron.com lrm@lcetro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光学镜头产业 

公司光学镜头业务自2009年起步，承接了台资股东的光学产业基础，并不断引入光学领域优秀的技术

人才充实研发团队，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并荣获多项省级新产品奖项，同时

在业务发展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独创工艺和技术经验。目前已具备各类镜头及保护玻璃的设计与制造能力，

包括球面与非球面镜片的全工程制造能力。 

公司在高清广角运动镜头领域拥有绝对优势，是全球运动相机镜头行业的领导者和最大供应商，主要

为全球运动相机领先制造商——捷普、群光和天彩、小米（小蚁）、海康威视一电等供应镜头。由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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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镜头在光学镜头领域属于研发和制造难度较大的细分市场，目前具备研发制造能力的企业只有联创电

子、日东光学等少数几家行业内的领先企业。由于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及产品在性能、质量方面的突出优

势，使公司在运动相机镜头领域占据绝对高的市场份额。 

2、触控显示产业 

自2008年起，本公司即开始触摸屏的生产，经历了从电阻屏向电容屏转化的过程，相继推出G+G、G+F、

OGS技术的电容屏产品，近年又实现了高清超薄液晶显示模组的生产，逐步从单一的触摸电子元件供应商

转化为触控显示组件一站式服务供应商，是国内触控和液晶显示行业中产业链整合较早、覆盖齐全的公司

之一。公司产品品种较为齐全，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规模，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同时公司凭借积累多年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销售经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客户源，重点以“大客

户战略”为核心，纵向打造垂直一体化产业链，横向联合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Melfas)、京东方等产业合

作伙伴，积累了如中兴通讯、华硕、TCL、三星等知名品牌客户，致力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内一流

触控显示企业。 

公司所属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行业是国家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型高技术产业之一。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中

速发展，高清广角光学镜头、触控显示技术逐渐从热销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电子终端，扩大到车

载、穿戴式设备、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市场规模呈现出较大的增幅，但由于行业内的过度竞争，市场

盈利状况明显下行，光学镜头、触控显示产业已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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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326,736.36 1,457,076,600.83 -2.32% 981,984,33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898,507.39 140,322,468.94 15.38% 127,395,27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265,151.86 135,771,196.59 5.52% 123,347,36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3,203.04 6,897,854.41 -18.19% 134,626,78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5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5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4% 20.03% -2.59% 21.9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866,084,113.95 2,003,072,831.67 43.08% 1,406,746,90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6,162,639.56 766,267,169.53 84.81% 637,686,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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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07,759.27 435,334,092.23 245,810,201.71 538,074,68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73,673.87 57,810,467.57 14,914,804.71 82,299,56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3,449.72 54,858,522.41 9,130,089.26 76,303,09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14,616,704.95 -23,517,961.80 10,568,934.29 33,208,9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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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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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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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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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国际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1% 84,041,988 84,041,988   

雅戈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18% 78,454,576 0   

江西鑫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79% 70,228,176 70,228,176 质押 480,000 

福州豪驰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1% 28,045,157 28,045,157 质押 8,500,000 

英孚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4% 14,552,176 14,552,176   

万年县吉融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0% 13,071,895 13,071,895   

北京泓创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4% 12,152,901 15,152,901   

天津硅谷天

堂鸿盛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2% 12,019,353 12,019,353   

泉州海程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7% 9,348,385 9,348,385 质押 5,0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联优先行

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5% 8,617,540 8,617,5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冠国际有限公司与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江西鑫盛投资有

限公司与万年县吉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余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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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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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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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围绕借壳上市中心工作，抓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实施，同时以实施大客户战略为核心，以

“引进来，走出去，扩规模，提档次”为抓手，大力整合资源布新局，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发展

态势。 

2015年完成营业收入14.23亿元，实现净利润1.696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一）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借壳上市。报告期内，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借壳上市这一中心工作，加

强与中介机构和交易对方的沟通和协调，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发挥各方的积极性，齐心协力，使重大资产

重组项目实施进展顺利。公司借壳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于2015年11月3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15年12月11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加大光学产业投入，拓展应用领域和客户。继续巩固在运动相机镜头细分市场全球领先者的行业地

位，继续维持运动相机领域的市场份额，从单一客户向国际、国内一流客户拓展；逐步拓展高清广角镜头

在车载、航拍无人机、VR/AR和安防监控等领域的应用；依托团队在高像素运动相机镜头研发制造已经形

成的能力和手机镜头领域长期的技术积累，研发制造500万像素和800万像素以上的高像素手机镜头。 

（三）承接触摸屏产业转移，提升产业规模和效益。在触控显示领域，通过合资合作，公司顺利承接了韩

国美法思的触摸屏产业的转移，提升了公司触控显示产业的技术、规模和产品档次，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公司产品已给韩国三星公司批量供货。通过聚焦“大客户战略”，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优化客

户结构。 

（四）持续技术创新，保持领先优势。公司持续技术创新，打造核心技术优势，提升公司研发水平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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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档次、提高模具制造加工自动组装能力。2015年，共有21项新产品通过了省级新产品计划项目申报与

鉴定；共有1项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新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1项新

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2项新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组织申报了14项专利，获得6项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专利授权，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无人机相机镜头和影像模

组、VR/AR光学镜头、车载光学镜头及影像模组的研发取得重大进展；触摸屏GFM(全ITO)结构、G1M结

构开始量产；内嵌式触控显示一体化项目的工艺技术取得突破，已开始量产；可穿戴触控显示一体化项目

的产品实现量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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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控屏及触控

显示一体化 
708,912,243.25 81,330,151.47 11.47% -29.89% -55.64% -6.66% 

显示屏及加工 191,819,900.77 68,219,530.90 35.56% 598.66% 1,354.83% 18.49% 

光学产品 504,071,953.25 191,231,606.82 37.94% 27.22% 44.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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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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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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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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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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盛龙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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