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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3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8-021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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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映照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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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563,410.73 2,004,754,426.39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509,957.64 95,953,326.83 -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3,302,608.21 91,669,463.8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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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337,360.01 139,347,512.85 2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5 0.1787 -2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5 0.1787 -2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3.15%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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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2,082,297.84 5,094,458,306.36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45,204,831.38 3,118,014,904.22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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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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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量

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9% 5,849,582 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量

化增强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730,00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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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2,562,561 0  0 

李铁骥 境内自然人 0.43% 2,299,200 0  0 

盛琳 境内自然人 0.39% 2,083,91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36% 1,940,981 0  0 

陈雪妹 境内自然人 0.36% 1,939,000 0  0 

李波 境内自然人 0.34% 1,8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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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隶属于同一基金管理

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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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铁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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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200 股; 盛琳通过其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52,5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31,410 股; 陈雪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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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69,000

股；李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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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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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出现分化，新兴

市场的表现参差不齐，国内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

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5G成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有效推动上游高频、高速板的需求，印制线路板、覆铜板产品迎

来新的机遇。另外，随着人机界面的不断深化和普及，触摸显示产品在车载、工控和智能家

居领域获得长足发展。 

根据形势变化，公司产品市场朝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业控制、高端通讯领域拓展，

实现多市场领域的均衡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扩大生产规模奠

定良好的市场基础。与此同时，公司全面推进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

从产品开发、技术提升、流程精简、管理优化等方面推动企业创新，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

提升了效率，提高了服务质量。但报告期由于材料成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订单占比相对减

少等因素影响，致使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影响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7,756.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7651.00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3.6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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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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