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541/200541               证券简称：佛山照明/粤照明 B                公告编号：2017-02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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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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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照明/粤照明 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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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奕辉 黄玉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电话 （0757）82810239 （0757）82966028 

电子信箱 fsl-yh@126.com fslhy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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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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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925,582.84 1,755,670,927.44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8,494,660.57 206,925,812.72 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184,233.70 206,637,093.68 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063,187.22 291,628,307.06 -11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6 0.1627 1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6 0.1627 1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3.9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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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3,132,610.86 6,100,169,400.30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07,690,904.27 4,990,466,577.12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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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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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华晟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71,360,391  质押 83,966,592 

佑昌灯光器材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33,577,143    

深圳市广晟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12% 65,178,305    

广东省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 60,357,728  质押 29,575,28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42% 30,799,000    

安信国际证券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91% 24,277,429    

DBS 

VICKERS(HO

NG KONG) 

LTD A/C 

CLIENTS 

境外法人 1.86% 23,64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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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2% 23,165,684    

庄坚毅 境外自然人 0.85% 10,821,372 8,116,029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4% 10,686,8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一致行动人；佑昌灯光器材有限

公司与庄坚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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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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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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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稳中向好的宏观经济环

境为整个照明行业的增长提供了殷实的基础，但是史上最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成本费用上升、汇率波动加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影响，照明应用企业面临着

不少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年初提出的“技术高精尖化、品牌国际化、

生产规模化”的战略目标，专注主业，不断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加大力度执行海外发展战略，持续提高公

司精细化管理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2,392.56万元，同比增长

15.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亿元，同比增长10.42%。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1、加强创新能力，提高公司产品技术水平 

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包括加快新产品创新、产品设计原理创新、材

料创新、外观创新、智能照明创新，并储备基础性及前瞻性技术工作，依托新技术、新创意的引入，研发

贴近用户、适应市场的新产品，不断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营销能力 

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报告期内，公司LED产品销售收入、灯具类销售收入得到持续快速提升，LED

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9.55%，LED灯具类销售收入占LED销售收入的45.75%。推出的新产品也

迅速得到市场认可，快好地保障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 

营销是公司业绩增长的源泉，公司一直重视渠道建设。内销方面，传统渠道与新兴渠道相互配合，

探索线下共享线上发展的模式，实行流量、体验、消费、服务及利益的共享；利用电商资源平台，进行差

异化主推，实行以风格店铺为主的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模式，避免店铺同质化竞争；通过整合各方资源，

巩固公司的优势市场，突破薄弱市场。外销方面，公司加大力度执行海外发展战略，依靠自身行业领先的

品牌、优秀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服务能力，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海外市场销售收入保持持续较快的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76,234.27万元，同比增长30.89%。 

3、积极开拓新业务，电工业务发展迅速 

自去年10月份成立电工子公司以来，公司积极开拓电工新业务。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系列、稳步扩大

生产规模、拓宽销售渠道、加强品牌推广等措施，”佛照电工“的品牌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报告期

内，公司电工产品实现营业收入6,673.46万元，电工业务发展迅速。 

4、加强成本控制，提升盈利能力 

随着材料成本上涨，公司面临着不小的成本压力，只有争取保持和扩大成本优势，公司才能不断地提

高竞争能力。通过认真分析原材料市场，增加合格供应商数量，建立完善的采购数据库，扩大招投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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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材料交货及时率及降低采购成本；通过提升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工艺

改进等措施，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内外部成本竞争对比分析，找出各车间、部门成本优劣

势，增强每个车间、部门的成本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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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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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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