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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16-045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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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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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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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建学（代） 余姝慧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M-6 栋二层一区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M-6 栋二层一区 

传真 0755-86028498 0755-86028498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xiaojianxue@szsuccess.com.cn yushuhui@szsuccess.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

组、玻璃盖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液晶显示屏及模块、触控显示模组、盖板玻璃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所处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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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调整、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制造业既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大行业看，手机行业已经过了快速发展时期，行业增速已明显放缓，市场朝集中的趋势发展，具体表现为：上游主要为面

板厂商，随着近年来国内面板厂商的产能急剧释放，整个面板行业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技术更新加速，投资巨大，动辄以

百亿计，企业盈利压力很大，其产业呈现往本行业延伸的趋势；随着手机山寨市场向品牌机市场的转变，手机市场整机集中

度在明显上升，一方面品牌厂商为了保证供货，订单在从手机配件行业的中小厂商向中大型厂商转移，另一方面部分品牌厂

商也在逐渐自建模组产能。 

受到下游手机行业的竞争加剧的影响，2015年下半年来手机触控显示屏行业进入深度洗牌阶段，行业内厂商大面积亏损

转型甚至倒闭。作为三星代工厂的东莞普光和深圳最早一批电子制造企业中天信在2015年均因经营问题停产。本行业对下游

客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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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380,316,297.59 2,750,032,730.73 22.92% 1,444,044,59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8,070,059.75 -327,065,654.94 -235.73% 8,064,62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3,215,492.06 -339,339,687.24 -222.16% -5,990,90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49,960.22 -88,656,549.87 128.82% 139,984,386.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8772 -1.9735 -197.81% 0.0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8772 -1.9735 -197.81% 0.0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18% -22.67% -75.51% 1.31%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年末 

总资产（元） 3,210,235,077.17 3,937,432,552.93 -18.47% 3,833,817,28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0,129,264.98 1,666,753,403.94 -65.79% 1,528,621,9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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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65,215.48 957,596,843.39 819,146,693.52 1,074,607,54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82,951.01 11,546,999.41 28,266,142.54 -1,100,300,25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533,052.94 9,984,246.31 27,949,718.64 -1,092,616,40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50,627.20 -51,073,307.58 -35,593,647.02 216,167,5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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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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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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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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13.97% 26,105,890 19,579,417 质押 19,579,418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13,804,000 13,804,000 质押 9,063,624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

际信托－692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自然人 4.06% 7,578,093 0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

际信托－690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自然人 2.14% 4,004,716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2,957,994 2,957,994   

陈文健 境内自然人 1.08% 2,020,432 0   

夏多友 境内自然人 1.06% 1,984,300 0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1,919,696 1,919,696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1,643,338 1,643,338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

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1,602,3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69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与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69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均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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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融云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916,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4%），其中，通过丰瑞嘉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6,526,4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持有公司33,383,4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7.87%）对

应的表决权，即中植融云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41,299,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1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呈现的经济下行压力使全球经济充满变数；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

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新的政策探索期“四期叠加”阶段，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

经济增长压力依然严峻。受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支撑移动智能终端消费类显示的主要应用市场——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出现成长疲态，市场渗透和增长相对放缓。公司所处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平板显示及触控产品

的总体需求进一步放缓，全球消费电子品牌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品牌集中度和代工厂商集中度越来越高。行业竞争逐步从

价格竞争过渡到资本实力的竞争、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管理能力的竞争。面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公司不断寻

求创新、整合与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8,031.63万元，同比上升22.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807.01万元，

同比下降235.73%。除受上述经济及市场因素影响外，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1、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显

示的订单严重不足，经营情况未达预期；2、公司全资子公司雅视科技2015年度盈利情况未达预期，未能实现其承诺的利润

目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5 年度对投资雅视科技形成的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3、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报告期末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进一步导致公司报告期亏损增加。 

2016年，面对挑战与机遇，公司将开展多元化业务，在继续强化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触控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前提下，

加大创新与转型，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长期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公司还将不断通过内部整合、协调团队、

完善产业链，整合各方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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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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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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屏及模块 286,950,210.94 228,662,276.99 20.31% 14.72% 13.30% 1.00% 

触控显示模组 2,270,919,277.23 2,001,122,638.24 11.88% 1.18% -0.66% 1.63% 

盖板玻璃产品 56,475,356.68 37,078,924.79 34.34% -20.06% -35.94% 16.27% 

代采业务 467,942,477.00 434,859,752.07 7.07%    

其他 9,004,765.61 7,678,605.37 14.73% 101.31% 70.76%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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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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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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3-395号）。现就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导致保留意见事项说明  

（一）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为： 

1、公司子公司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视科技”)2015年来自部分客户的销售收入为 532,535,106.72

元、毛利为 106,113,201.02元，其中第四季度销售收入为 427,829,117.77元、毛利为 96,449,894.64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上述客户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468,803,460.14元，截至本报告日，已超过合同约定还款日期的应收账款金

额为 194,682,350.09元。上述应收账款收回存在不确定性。 

2、雅视科技子公司万盈(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发生总金额为 353,653,707.62美元的代收代付业务，审计师无法

核实该交易的商业合理性。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在执行 2015 年度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对上述交易和应收账

款实施了函证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但由于上述交易集中发生在 2015年第四季度且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已逾期未收回的应收

账款金额为 194,682,350.09元，上述应收账款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审计机构对于雅视科技能否收回上述应收账款未能获得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雅视科技子公司万盈(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发生总金额为 353,653,707.62美元的代收代付业

务，对于该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审计机构未能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规定,如果注册会计师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

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根据该规定，综合上述事实，审计机构认为，因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对上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 

该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外，

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5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

以及 201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程度 

因公司子公司雅视科技没有完善的客户信用管理体系，未能实现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截至本报告日，已超过合同约定

还款日期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94,682,350.09元，占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资金周转压力较大。若上述客户的应收账款

无法全部收回，将导致应收账款损失。 

因雅视科技子公司万盈(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将业务范围从单一的采购代理调整为供应链管理与服务，但尚未建

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2015年度发生总金额为 353,653,707.62美元的代收代付业务，存在一定的业务风险。 

（四）关于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并结合 2016年业务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建立科学合理的客户信用管理

体系，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力度，明确应收账款管理目标，实行责任管理，以确保应收账款的及时回款，降低坏账风险。 

2、公司将尽快完善子公司万盈(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的内部流程，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以适应公司将子公司万盈(香港)

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从单一的采购代理调整为供应链管理与服务的转变，防范业务风险。 

二、强调事项说明  

（一）强调事项的内容 

公司 2013年度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收购雅视科技原股东持有的雅视科技 100%股权，2013年 8 月 19 日雅视科技原实际

控制人林萌与公司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后于 2015 年 6月 12日签订补充协议。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以

及雅视科技经审计的 2013-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雅视科技 2013-2015年累计实际实现利润小于三年累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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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已触发业绩补偿条款。林萌需就上述差额以现金或股份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经测算，若选择现金补偿则林萌需支

付现金 378,045,519.28元，若选择股份补偿则公司需以 1 元回购林萌持有的全部 18,405,332.00股宇顺公司股票。林萌个

人确认将选择股份回购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同时提请减少回购股份的数量，尚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二条规定，如果认为必要，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提供下列补充信息，以提醒使用者关

注：尽管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但对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 

上述强调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程度 

由于雅视科技原实际控制人林萌个人确认将选择股份回购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同时提请减少回购股份的数量，尚需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在 2015 年未进行账务处理。 

（四）关于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林萌个人确认将选择股份回购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同时提请减少回购股份的数量，尚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结果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消除强调事项的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

见及强调事项段，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谨慎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将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

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涉及保留意见和强调事项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尽快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 2015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及强调事项的审计

报告，我们认可该事项，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我们将督促

公司针对保留意见指出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改进，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提醒

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涉及本年度报告的后续披露事项。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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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肖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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