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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3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6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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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电子 股票代码 0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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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屏 郑创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电话 0754-88192281-3012 0754-88192281-3033 

电子信箱 csdz@gd-goworld.com csdz@gd-go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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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54,426.39 1,641,536,331.16 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953,326.83 56,334,888.64 7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1,669,463.89 55,643,776.71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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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347,512.85 260,850,934.94 -46.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7 0.1049 7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7 0.1049 7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1.9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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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7,730,745.23 4,718,864,325.08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42,308,688.18 2,994,949,016.2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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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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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30.31% 162,741,800 0 质押 8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2% 17,298,500 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7% 17,000,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2.29% 12,299,901 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7,999,870 0  0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长期价值基金 
其他 1.30% 7,000,000 0  0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鼎沁 2016 基金 
其他 1.30% 6,990,000 0  0 

周强光 境内自然人 1.00% 5,360,459 0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5,229,621 0  0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5,200,032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

关系。②前十名股东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隶属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宏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长期价值基金”与“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沁 2016 基金”隶属

于同一基金管理人“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相互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③汕头

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74.18 万股，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

化。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期价值基金”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7,000,000 股；“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沁 2016 基金”通过其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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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10,0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80,000

股；周强光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5,36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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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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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持续温和复苏，发达经济体总体复苏平稳，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

普遍回暖；国内经济呈稳中向好态势，出口贸易走上增长轨道，内外需求联动致使高新技术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增长，电子行业景气度有所回升。上半年，在智能手机领域，虽

然全面屏、双摄像头、屏幕内置指纹、无线充电等微创新技术亮点不断，但市场竞争仍然激

烈；而工业控制、智能制造、车载电子、智能家居及办公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许多结构性

机会，特别是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等概念的快速发展提升了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空间，

汽车电子逐渐从高端向低端渗透，人们对于汽车的感知、定位和通信技术的要求日益提升，

车载电子应用占整车比例逐年提升，有效地拉动了印制线路板、显示器及触摸屏产品的需求。

对此，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调整市场战略，优化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加大移

动互联、车载及工控、智能制造和智能家居等领域布局，不断提升市场渗透率，并利用各业

务单元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了客户资源共享，在推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

为应对同行业的市场竞争及汇率、原材料波动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在内部管理方面苦练内

功，一方面强化生产现场管理，提高产能利用率，通过降低能耗、优化流程设计、新工艺新

材料应用等方式降低综合成本；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产品技术质量，增强产品稳定性和竞争

力，运用自上而下及横向沟通的目标管理模式促进各项指标的提升，使公司整体运营更具效

率。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工作，为进一步提升产能规模与提高

生产效率打下基础，从而不断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报告期内，得益于市场合理布局及产品

结构调整，公司订单饱满，整体业绩有较大幅度提升。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0,475.4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595.33万元，同比分别上升22.13%和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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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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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