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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歌尔声学 股票代码 002241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歌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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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军安 贾阳 

电话 0536-8525688 0536-8525688 

传真 0536-8525669 0536-8525669 

电子信箱 ir@goertek.com ir@goertek.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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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45,099,028.39 5,416,370,473.97 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4,255,799.36 518,371,137.73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8,267,443.86 516,889,672.38 -1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2,475,140.07 861,736,417.11 -4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6.0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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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188,190.69 19,247,946,022.32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28,796,157.56 9,405,121,355.84 3.44%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16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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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5% 390,028,684  质押 19,928,684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7.59% 268,600,500 201,450,375   

姜龙 境内自然人 3.29% 50,276,000 37,707,000   

华泰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华泰－歌尔"家

园 1 号"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4% 29,579,50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21% 18,424,445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淡水泉

精选 1 期 

其他 1.15% 17,502,34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5,786,90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

泉 

其他 0.96% 14,652,793    

淡水泉（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淡水泉

成长基金 1 期 

其他 0.96% 14,618,046    

瑞士信贷（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13,715,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0,028,684 股外，还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390,028,684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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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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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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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 IDC 的统计数据，2016 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6.78 亿部，较 2015 年同期

微增；以华为、OPPO、Vivo 为代表的中国厂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以虚拟现实设

备、无人机、无人驾驶为代表的新的产业热点不断涌现，根据国际调研机构 Business Intelligence 预测，2016

年全球虚拟现实软硬件的产值将达 67 亿美元。 

面对快速变化的消费电子市场环境，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积极进取，推动公司沿“智能音响、智能可穿

戴、智能娱乐、智能家居”四大战略方向稳步前行。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电声器件领域市场领先地位，在虚

拟现实、无人机、机器人等新的产业领域不断取得进展，成功实现了公司虚拟现实产品量产；改变过去以

声学技术为主的研发模式，呈现出声学技术、光学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多种技术齐头并进的态势。公司

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全球招募优秀人才，夯实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围绕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

目建设，通过提高公司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增强公司精密制造能力，打造歌尔工业 4.0 模

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4,509.90 万元，同比增长 20.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25.58 万元，同比下降 8.51%。公司营业成本 504,632.97 万元，同比增长 25.87%。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扩大，职工薪酬、折旧摊销、研发投入增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用合计 93,017.05 万元，同比增长 19.9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力度，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研发投入

49,995.4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64%，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32%。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 44,247.541 万元，同比减少 48.65%。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人员增多，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 170,926.96 万元，同比增长 117.63%，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转型，经营规模扩大，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处于建设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为 60,290.37 万元，同比减少 58.4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规模扩大,所需营运资金增加，借款规模扩大，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6,545,099,028.39 5,416,370,473.97 20.84% 

营业成本 5,046,329,731.45 4,009,014,884.64 25.87% 

销售费用 163,655,028.54 98,864,820.98 65.53% 

管理费用 660,660,227.95 581,460,600.73 13.62% 

财务费用 105,855,235.84 95,215,385.18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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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93,422,687.69 95,472,123.81 -2.15% 

研发投入 499,954,593.16 374,957,547.41 3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475,140.07 861,736,417.11 -48.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9,269,568.27 -785,408,694.29 117.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903,708.31 -1,450,585,327.38 -58.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06,162,946.37 -1,346,701,520.35 41.54%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6,305,562,179.77 4,847,113,957.73 23.13% 21.62% 27.21% -3.37% 

分产品 

电声器件 3,431,413,178.79 2,602,321,731.87 24.16% -15.79% -10.32% -4.63% 

电子配件 2,874,149,000.98 2,244,792,225.86 21.90% 158.97% 147.02% 3.78% 

分地区 

国内 1,677,843,405.82 1,267,347,693.12 24.47% 33.00% 29.80% 1.87% 

国外 4,627,718,773.95 3,579,766,264.61 22.65% 17.97% 26.31% -5.1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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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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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