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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8-037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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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其中独立董事蒋大兴以通讯方式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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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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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莱宝高科 股票代码 0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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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行村 邓移好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五号路

9 号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五号路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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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55-29891909 0755-29891909 

电子信箱 lbgk@laibao.com.cn lbgk@laib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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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88,692.01 1,655,157,532.38 1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199,034.04 63,553,327.09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996,233.44 56,223,021.49 -1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723,772.48 330,346,078.26 -6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2 0.0900 -13.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2 0.0900 -1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1.7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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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7,354,935.58 4,671,844,409.77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70,721,933.43 3,725,051,739.2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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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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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减排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47,108,123 0   

深圳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36% 51,965,388 0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价值成长投

资组合 

其他 1.73% 12,200,000 0   

李松强 境内自然人 1.20% 8,462,313 0   

万小二 境内自然人 0.55% 3,862,067 0   

许金林 境内自然人 0.52% 3,660,000 0   

雷莹 境内自然人 0.36% 2,555,927 0   

江德清 境内自然人 0.29% 2,040,063 0   

魏辉末 境内自然人 0.27% 1,900,600 0   

周桂莲 境内自然人 0.26% 1,844,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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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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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李松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687,313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75,000 股；股东万小二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62,067 股；股东许金林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60,000 股；股东雷莹通

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55,927 股；股东魏

辉末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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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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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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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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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受windows 10操作系统升级、笔记本电脑逐步进入更换周期、消费类电

子产品季节性需求波动等综合因素影响，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出货量呈现第一季度同比小幅

下滑、第二季度同比小幅增长的波动性变化；与此同时，依托窄边框、高分辨率显示、触控

操作、手写笔、指纹识别、windows 10操作系统等集成功能和创新使用体验，具有触控功能

的中高端商用笔记本电脑、游戏笔记本电脑等细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步增长，相

应带来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技术性能提升和需求量增长。此外，随着商场超市货架标

签电子化应用、智能信用卡等需求日益增加，电子标签等应用需求增长迅速，相应带动

TFT-Array驱动的电子纸显示器件需求的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上述市场需求形势变化，持续加大新结构的OGM产品、多功能光

学膜层（AR、AG、AF等）、柔性TFT-Array驱动基板、车载触摸屏等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

力度，持续进行技术工艺和设备的优化改进，优化调整客户结构，综合导致公司中大尺寸一

体化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的销量和销售收入均呈一定幅度的增长，公司的ITO导电玻璃、

2.5代TFT-LCD面板等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均同比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受制于公司中大尺寸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新产品良品率爬坡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受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带来

的部分汇兑收益，上述综合因素综合影响，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519.9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008.87万元，同比增加29,493.12万元、增加17.8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中大尺寸OGS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较大影响所致；销售毛利

22,089.26万元，同比减少1,912.31万元、减少7.97%；利润总额6,029.29万元，同比减少

2,398.60万元、减少28.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19.90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减

少835.43万元、减少13.1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新产品良率

爬坡、成本较高导致产品销售毛利同比下降影响所致。 

2018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072.38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21,962.2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回款减少、支付材料采购款增加综合影响所致；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631.09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3,193.13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公

司参股投资重庆神华薄膜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12,500万元影响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13,082.64万元，比上年度减少6,011.30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浙江莱宝支付股东

减资款影响所致；研发投入6,429.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新

结构的OGM产品工艺改造、AR镀膜改造等研发活动支出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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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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臧卫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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