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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7-51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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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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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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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沪电股份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沪利微电 指 本公司之子公司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昆山厂、昆山新厂 指 本公司位于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的厂区 

昆山老厂 指 本公司位于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55 号的老厂区 

黄石沪士、黄石新厂 指 本公司之子公司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 指 本报告如无特别说明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PCB 指 印制电路板 

报告期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沪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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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贵 钱元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电话 0512-57356148 0512-57356136 

电子信箱 mike@wuspc.com fin30@wu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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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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收入（元） 2,146,310,112 1,854,289,620 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974,284 30,343,892 23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551,939 9,040,587 76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737,596 43,626,360 -23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0.9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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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9,025,981 5,323,596,211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89,878,766 3,365,028,100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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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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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20.19%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LTD. 境外法人 13.23% 221,555,4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9%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0% 31,733,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49% 24,999,8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 17,582,622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其他 0.78% 13,017,005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0.60% 9,965,5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9,402,182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8,534,5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王莲枝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965,5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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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表中除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外，其余均按照(本报告期数据-上年同期数据)/(上年同期数

据的绝对值)的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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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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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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上半年，公司依然持续专注于PCB主业，以“不断进步的技术与经验及时提供客户所需之产品与服务”为宗旨，以

应用于企业通讯以及汽车领域的PCB为核心产品，倚靠领先的技术、高品质稳定的产品、快速满足客户要求的能力，继续实

施既定的差异化产品竞争战略，持续投入研发，逐步提升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技术水平。 

报告期内，面对原物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和环保治理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下，PCB市场整体供过于求等方面的压力和挑

战，公司管理层秉持“成长、长青、共利”的经营理念和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对外持续加大客户渗透拓展，深耕原有优质客户

资源，提高客户黏性与合作深度，努力提升在客户细分产品领域中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加强与优势企业的

合作，积极开拓新市场；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公司管理体系，加大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的投资和研发，优化产品结构，提升

良品率，同时致力于改进制程技术、优化作业流程、加强信息化管理程度，以智能化的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制程能力，减少品

质异常和等待的浪费，并通过重新梳理界定核心关键岗位，推动绩效考核变革，提升组织效率，致力于提升同仁的人均产值

和产品附加价值，并以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创新及管理水平提升带动成本循环改善，不断提高用水，用电，用料的效率和废

水，废气，废料和废能的循环利用技术的导入，不断夯实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20.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13%；实现利润总额约1.3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0.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9.3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0.61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239.22%。 

2017年上半年公司应用于企业通讯领域的PCB产品（企业通讯市场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6%，其毛利率较

去年同期亦增加了约3.69%；公司应用于汽车的PCB产品（汽车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2.72%，其毛利率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约4.88%。在新产品方面，公司24GHz汽车高频雷达用PCB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BMS）用PCB产品已实现

稳定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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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收入产品及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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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产品 

企业通讯市场板 1,394,002,657 1,145,033,782 17.86% 17.56% 12.50% 3.69% 

办公工业设备板 112,036,664 96,336,075 14.01% 16.75% 13.85% 2.19% 

汽车板 565,805,978 434,595,571 23.19% 12.72% 5.98% 4.88% 

消费电子板 8,121,617 7,226,615 11.02% 9.64% 3.51% 5.27% 

其他 2,498,959 2,226,323 10.91% 20.89% 18.37% 1.90% 

分地区 

内销 722,467,888 659,795,556 8.67% 10.07% 9.07% 0.83% 

外销 1,359,997,987 1,025,622,810 24.59% 19.63% 11.91% 5.20%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与去年相比未发生显著变化，各应用领域产品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长，毛利率水

平亦均有所提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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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所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公司将2017年上半年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

助28,537,343元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列报。其对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累计影响为：“其

他收益”项目增加28,537,343元，“营业外收入”项目减少28,537,343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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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2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按差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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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47.25% 至 193.61%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6,000 至 19,000 

2016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471.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情况良好，整体产能利用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营业收入及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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