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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8-093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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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伟 董事 出差 邵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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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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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立伟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

场 1812-1816 号 
 

电话 0755-33378926  

电子信箱 wanrun@mason-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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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631,690.42 1,280,685,305.30 6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727,474.37 76,093,728.93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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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5,111,423.62 70,564,070.03 3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179,836.12 -12,238,738.27 -82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3.07%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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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630,630.97 4,307,207,212.66 3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0,136,759.43 2,600,744,885.56 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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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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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江 境内自然人 15.34% 138,465,600 104,889,200 质押 124,000,000 

罗小艳 境内自然人 9.97% 90,000,000 0 质押 82,700,000 

罗明 境内自然人 5.40% 48,740,200 48,740,200 质押 40,780,000 

李驰 境内自然人 5.32% 48,000,000 0 质押 25,170,000 

唐伟 境内自然人 3.66% 33,054,600 24,790,950 质押 29,770,000 

新疆天天向

上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32% 29,921,900 0 质押 26,410,000 

杭州橙思众

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88% 25,960,519 25,960,519   

余江县万象

新动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2.74% 24,694,877 24,694,877   

苏军 境内自然人 1.99% 17,965,605 17,965,605   

郝军 境内自然人 1.90% 17,116,000 12,83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志江与罗小艳系配偶关系，李驰系李志江与罗小艳之女，三人系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

罗明系罗小艳之胞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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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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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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LED业务与广告传媒业务并驾齐驱，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稳步上升，已形成“LED+广告传媒”双主业

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55,631,690.42元，同比增长68.32%；其中，LED业务营业收入766,231,125.48元，

占比35.55%%，同比增长51.13%；广告传媒业务营业收入1,389,400,564.94万元，占比64.45%，同比增长79.58%。2018年上

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727,474.37元，同比上升32.37%。剔除因市价变动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影响和股权激励费用摊销影响，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155,359.07元，同比增长60.53%。其中LED

板块增长40.41%，广告传媒板块增长66.83%。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1、LED板块 

（1）恒润光电持续巩固封装与照明传统优势市场，维护和增强老客户黏性，稳固国内第一梯队地位；积极培育、开拓

红外、紫外、车灯、VCSEL、MiniLED等高利润市场和增量优质客户；持续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引领LED新产品及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展、巴西展、美国展、泰国展全球照明展会，继续主攻欧洲、美

洲及亚太区域境外市场，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 

在LED光源封装方面，继续深耕电视背光、高光效照明和3C市场领域，在电视背光领域，已经稳居国内前列。在车用

产品领域积极布局车载产品应用，逐步导入AECQ102认证，进入吉利和比亚迪汽车供应体系，完成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IATF16949及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C升级换版，为进一步夯实汽车行业及军品扩充做好铺垫；在背光领域推广高色域

净蓝光产品，在智能家居、消防安防等细分市场份额持续扩大。3C市场领域，不断通过技术革新及客户产品的定制化服务，

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通过公司内部的产业整合，不断提高LED封装的内部配套使用率。 

在LED照明方面，瞄准商业照明和市政照明市场，大力开拓地铁照明市场，目前已成为国内一线的地铁照明灯具供应商。

聚焦户外大功率（路灯系列、投光灯、隧道灯）、工业照明（工矿灯、三防灯）产品研发，完善轨道交通重点产品（面板灯、

区间灯、筒灯、三方灯）CCC、CCCF认证布局，丰富轨道交通全区域产品线。布局智慧路灯产品线，完善关键部件整合及

平台优化，实现小规模应用。此外，受益于良好的市场环境，红外产品、直插产品及照明产品产能利用率大幅度增加。 

（2）日上光电持续专注广告标识照明细分市场，大力开拓景观亮化照明市场。在广告标识照明细分领域，日上光电坚

持“大客户、大项目”营销策略，深度开发及维护欧美、亚太国际市场。积极开发国内外的大客户、品牌客户和价值客户；大

力开拓景观亮化照明市场，承揽西南、东北等地区的景观亮化照明工程项目。 

日上光电广告标识照明以使用便利性、光效更高更节能、产品性价比持续提升为研发方向，研发适用于标识系统的高光

效产品；研发超薄、静态显示升级为动态的广告照明灯箱，结合智能控制系统，具有数据采集功能以及云端数据控制功能，

可实现自动调节亮度、故障预警、天气变化预告、受众分析等一系列大数据应用。广告标识照明应用将向无支架LED模组方

向研究，该模组产品具有高可靠性，主要表现为成品故障率极低，光衰小、寿命长，耐候性好并且抗UV、硫化能力强，生

产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真正的智能制造。LED柔性灯带产品深化工程应用、高端照明应用、工艺品装饰领域，已经实现50M

长级联IP65防护、IP68高防护、高亮、高光效、高密度产品布局。LED双色霓虹照明继续深化广告照明、工艺装饰市场，完

成自产量化目标，配合客户完成新品定制化研发需求，提升日上光电在高端柔性照明领域的市场份额及知名度。 

2、广告传媒板块 

万象新动：专注于移动运营分发，倡导智能营销理念，实现数据智能、自动化汇报。深化核心媒体资源，在原有应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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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浏览器媒体资源上，增加小米、天天快报信息流、华为等大数据媒体平台，增加火山小视频、抖音短视频、安居客、途

牛、途家、房多多、腾讯微视频等大客户。与小米营销联合承办主题为“MI+万象探索智能营销”MIMO2018小米广告营销大

会，提升市场影响力。 

亿万无线：继续专注移动互联网广告业务，为适应行业发展，公司广告业务投放模式由原先的CPA、CPT向信息流及应

用商店CPD转型，信息流主要投放媒体渠道为今日头条、百度等，CPD主要媒体投放渠道为VIVO、OPPO等应用市场。 

鼎盛意轩：专注家居装饰垂直细分广告领域。继续维护核心媒体资源，目前是百度家居行业2018年度广告业务核心代理

商，获360房产家居网络广告行业合作代理资格；取得腾讯广告平台区域2018年度家居行业独家代理商资格。整合线下媒体

资源，发挥PC端传统优势，力争实现品牌专区包断，加大信息流优化水平，提升广告投放效果。在佛山、成都举办家居峰

会，开拓家居市场，实现营销理念、媒体品牌的渠道下沉，把智能营销前沿理念有效落地。鼎盛意轩在做大做强家居装饰行

业的同时，业务发展战略方向也有所突破，涉足百度信息流、手机百度、微信朋友圈等信息流及社交领域，积极尝试开拓其

他行业的广告业务。 

信立传媒：以内容营销（如综艺节目）为核心，融合电视、网络视频、线下活动、社会化媒体互动等形式，提供全方位、

多媒介的营销服务。秉承大客户战略，侧重于广告预算高、广告投放需求量大的汽车行业广告主，未来持续增加“以全媒体

传播思维的更全面的深度服务”，立足电视媒体广告业务，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围绕大型综艺节目的商业深度合作，打通“卫

视＋网络视频”的合作体系。 

3、投资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收购信立传媒100%股权及中筑天佑51.0248%股权，信立传媒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筑天佑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广告传媒及LED照明业务的版图，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开展集团化管理工作，制定和颁布《投后管理制度》，推进集团信息化建设，加深子公司OA

和资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与总部平台的信息和资源共享，在提升规范化和效率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加强人才招募及配

置工作，调整组织架构，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管理团队，提升集团化管控能力，公司总部平台职能部门管理和运行逐步走

上规范化轨道。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力度，不定期委派集团董办、法务、审计团队到各子公司走访、督查，进行法务、

审计、信息披露、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规范运作指导，委派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至下属子公司，并重点关注子公司内控，防

范和减少经营风险，促进子公司规范运作，与公司集团化管理步伐协同。 

此外，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稳定核心经营团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司业绩稳步

增长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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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4月，本公司投资设立深圳万润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本公司自深圳万润

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8年2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万润节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庆万润翠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源恒太阳

能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源恒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其中：重庆万润翠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80.00%、上海源恒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持股20.00%，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上海源恒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尚未实缴出资。 

3、2018年1月1日，本公司以股权和现金共计76,500.00万元为对价收购信立传媒100.00%的股权，将信立传媒纳入合并

范围。 

4、2018年3月31日，本公司以现金20,920.168万元为对价收购中筑天佑51.0248%的股权，将中筑天佑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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