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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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固锝 股票代码 0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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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有西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电话 0512-68188888-2079  

电子信箱 y.x.teng@good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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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429,495.97 835,298,231.22 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353,023.56 53,523,728.33 -2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422,934.21 47,437,415.66 -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63,718.12 9,665,566.99 -23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 0.074 -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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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 0.074 -2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3.6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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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501,266.26 1,981,009,691.48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9,071,549.18 1,532,231,067.0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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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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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通博电子

器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28% 249,577,429    

润福贸易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03% 43,910,660  质押 3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3% 3,888,718    

肖孟佳 境内自然人 0.44% 3,216,400    

顾向群 境内自然人 0.27% 1,951,300    

陆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521,100    

郑伟 境内自然人 0.21% 1,519,800    

周子龙 境内自然人 0.20% 1,463,900    

陈云麟 境内自然人 0.18% 1,326,143    

陈汉芳 境内自然人 0.18% 1,31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肖孟佳通过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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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2,797,800 股；股东陆勇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520,000 股；股东郑伟通过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519,800 股；股东周子龙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427,500 股；股东陈云麟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14,300 股；股东陈汉芳通过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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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1,3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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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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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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是公司的“诚信 • 品质年”，更是公司中国式管理——“家”文化建设探索和推广步入新旅

程的一年。 

    我们始终坚定“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的信念，秉持“内求 • 利他”的家训，

在大胆探索和推行“家”文化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同时，全面落实吴念博董事长倡导的 “人人是安全员、

人人是工程师、人人是品管员、人人是工务员、人人是清洁工”的五个人人活动，通过“提升品质、提升

良率、提升效率”为主题的“四维一体”的项目改善活动，全面推进“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为主题的

“3/5 行动”；同时公司整合集团资源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聚焦汽车电子产品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及

投入；管理上全面加速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及自动化的进程。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4,429,495.97 元，同比增长 13.06%，实现营业利润 68,931,523.28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0.21%；实

现利润总额 68,407,915.71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6.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353,023.56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6.4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054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7.03 %。 

    报告期内，公司被评为“高新区科技工作先进单位”、“苏州市示范智能车间”、公司董事长吴念博

先生当选区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副主席，区商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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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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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