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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7-068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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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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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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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拓电子 股票代码 00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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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建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总

部大厦 10 楼 
 

电话 0755-26719889  

电子信箱 kongdj@aot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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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25,659.05 179,062,379.94 1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76,646.21 27,340,968.79 12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847,490.10 25,143,303.40 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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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693,092.14 -34,214,928.39 -20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5 0.0727 10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5 0.0727 10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4.47%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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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936,337.53 1,263,249,944.80 1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2,057,002.62 895,226,045.18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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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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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涵渠 境内自然人 27.72% 169,467,963 127,100,970 质押 11,149,500 

黄斌 境内自然人 4.73% 28,905,144 21,678,857   

赵旭峰 境内自然人 3.26% 19,958,787 14,969,089   

沈永健 境内自然人 3.01% 18,399,999 18,399,999   

邱荣邦 境内自然人 2.97% 18,171,830 13,628,873 质押 14,895,422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4% 16,743,338 2,123,438   

郭卫华 境内自然人 1.88% 11,497,179 6,027,964   

周维君 境内自然人 1.38% 8,462,339 6,200,000   

张志清 境内自然人 1.36% 8,297,400 0   

彭世新 境内自然人 1.18% 7,197,087 5,302,179 质押 3,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股东赵旭峰系股东吴涵渠的妻弟；股东沈永健和股东周维君系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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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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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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技术领先型全球化竞争策略，按照全年工作计划开展各项工作，推动LED应用、金

融科技和体育新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又创新高，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在手订单

总金额约8.24亿元, 为实现全年“跨越式”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5,025,659.05元，同比增长148.53%；实现营业利润58,881,870.60元，同比增长94.3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076,646.21元，同比增长123.39%。业绩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千百辉收入并表，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等。 

 
（一）业务拓展 

（1）LED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LED应用行业采取大市场营销战略，加强国内外营销服务平台的建设，集中资源在新的高密度LED

显示产品市场进行拓展，尤其在户外高密度LED应用市场引领行业。 

在LED显示领域：公司继续坚持在亚太和欧美等中高端市场持续投入，聚焦在广告、体育、租赁、广电、大交通、人防

高端零售、高端会议系统等八个行业应用领域，努力在大交通、高端会议系统和监控系统等行业的市场拓展取得进一步突破。

加强对大客户的维护和拓展，与国际上大型行业巨头的合作，为全年的经营计划和未来全球市场的业务拓展奠定了坚定的基

础。 

在智能景观亮化工程领域：公司收购千百辉，在公司平台上进行有效资源整合。目前千百辉在照明设备研发、照明工程

设计、施工、服务上已成为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LED照明设计工程企业之一。千百辉拥有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一级施工资

质、甲级照明设计资质、电子和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凭借多项过硬的资质

以及完善的资信和质量保证体系，2017年上半年承接了多项国内照明工程施工及设计项目，随着千百辉知名度提高和业务规

模的扩大，智能景观亮化工程板块的盈利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奥拓电子将加速推进智能照明业务板块，进一步提升行业内

竞争优势。   

（2）金融科技• 

报告期内，在稳固金融领域原有业务的同时，大力开发新的金融科技产品，重点推动智能服务机器人的集成运用和在金

融行业大数据运用；推动向系统集成商转型，重点为中小型银行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3）体育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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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体育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公司结合自身优势，抢跑道，树品牌，借助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打

造一流的科技体育专业服务商。在赛事LED呈现及技术服务、智能场馆建设与改造、体育场馆O2O互动平台运营以及赛事权

益营销等相关业务领域进行布局和拓展。 

打造体育领域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公司不仅有世界标准级的产品，而且已经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服务团队，为赛事

提供星级服务。公司已经为中国足协中国之队、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国际篮联（FIBA）亚锦赛、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

等赛事提供比赛服务，使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国内比赛现场服务经验。报告期内，公司实施的项目包括2017年中国足协超级杯

等项目。 

通过外延方式加快体育市场布局，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优势，设立奥拓体育等方式推动体育新业务的拓展。同

时公司结合在LED应用、信息发布与指示系统等方面的优势，拓展体育场馆改造，与千百辉公司协同，公司重点开拓与大赛

相配套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大型体育场馆改造市场，到目前已取得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和崇礼高原训练基地改扩建项目雪道照明

工程等体育场馆改造项目，金额约1亿元。投资300万元，参股深圳市热炼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二）产品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LED应用产品的研发，新产品设计中运用了新技术，提升了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

科技方面，一方面，保持客户分流指示系统和综合信息发布系统的持续研发投入和技术领先，稳固公司在这两个产品的行业

地位；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智能服务机器人的集成运用、金融行业大数据运用以及智慧银行等技术的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23,729,032.15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199,457.99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申请国内专利30项，其

中发明专利16项；提交PCT国际申请1项； 共申请软件著作权1项。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共取得授权专利证书

465项。 

（三）投资并购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对系统集成、节能服务、LED应用、文体创意等与公司主业相关的行业继续深入研究和考察，积极

寻找具有优质潜力的投资项目，加快公司外延式发展的速度。继千百辉收购完成后，公司与深圳市立翔慧科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合资设立奥拓立翔，聚焦LED创意显示应用领域用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手法塑造唯美的LED显示艺术作品，成就城市地标、

彰显个性文化，帮助客户实现商业价值。奥拓体育公司投资300万元，参股深圳市热炼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推动公司体育场

馆改造业务的发展。 

（四）企业管理及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016年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共向144名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1,943,200股，员工分享公

司的发展成果，大大提升了员工工作积极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公司国际化进程，加快完善日本地区的营销服务中心建设，提高当地技术、产品、服务响应速

度，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进一步推动海外业务的持续增长，拓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2016年度权益分派事宜，以公司总股本407,590,5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公司连续6年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1.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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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

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计入营业外收入。本期本公司将软件企业

增值税返还 1,507,692.30 元计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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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第 1 季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已收购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2017 年第 2 季度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增加新设立合资公司深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涵渠 

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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