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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2018049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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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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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晶电子 股票代码 00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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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皓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555 号  

电话 0579-89186668  

电子信箱 ecec@ec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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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50,354.64 99,773,839.71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67,340.82 -1,651,417.99 -5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92,161.38 -2,382,289.69 -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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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79,082.13 5,742,171.84 16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6 -0.0068 -52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6 -0.0068 -52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0.3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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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00,082.43 583,210,986.74 -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0,014,021.79 460,381,362.6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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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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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石创富

－华夏银行－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东

晶电子定向增

发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4.80% 36,036,036    

李庆跃 境内自然人 10.59% 25,783,260 12,891,63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蓝海投控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2% 24,399,453    

华宸未来基金

－华夏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

－慧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7.40% 18,018,018    

吴宗泽 境内自然人 2.02% 4,924,350 2,462,175   

方琳 境内自然人 1.91% 4,645,455    

池旭明 境内自然人 1.60% 3,904,349 1,952,174   

金良荣 境内自然人 1.40% 3,410,000    

#拉萨睿达投资

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3,332,000    

耿丹 境内自然人 1.35% 3,293,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拉萨睿达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332,000 股为其信用账

户持股数，属于融资融券业务。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除拉萨睿达投资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外，方伟芳所持的 2,743,2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属于融资融券业务。

其余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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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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苏思通与上海创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锐投资”）、上海鹰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虹投资”）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签署了《财

产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苏思通先生将其实际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海

投控”）52,798.8737 万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分别向创锐投资及鹰虹投资转让，其中将 35,661.9124 万元财产份额（占蓝海投

控出资比例为 67.53%）转让给创锐投资、将 17,136.9613 万元财产份额（占蓝海投控出资比例为 32.45%）转让给鹰虹投资；

同时苏思通先生与创锐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思通先生将其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思通卓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思通卓志”）51.00%的股权以 0 元价格转让给创锐投资（以下合称“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创锐投资将成为蓝海投控执行事务合伙人思通卓志的控股股东，创锐投资通过取得思通卓志

51.00%股权以及取得蓝海投控 67.53%有限合伙财产份额，从而间接取得蓝海投控所持有的东晶电子 25.10%股票表决权（含

登记在蓝海投控名下之 10.02%上市公司股票以及未登记在蓝海投控名下但其通过接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之 15.08%上市公司股

票），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蓝海投控，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钱建蓉先生。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上述权益变动已经完成，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蓝海投控，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钱建蓉先生。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2018 年 8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暨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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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主营石英晶体元器件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谐振器、振荡器。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9,635.04万元，较去年

同期略下降3.43%，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99.31%，主营业务集中度有所提升。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2.72%，短期借款

余额为0元，长期借款余额为50.91万元。 

随着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相较同期下降3.43%，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6.73万元同比减少了527.78%，公司经

营在报告期内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主要原因如下：受中兴通讯事件的影响，公司产品的主要终端应用领域通讯领域的需求受

到一定的影响；同时随着2017年行业SMD生产线投资不断扩大，产品供给扩大，国内主要石英晶体元器件厂商竞争更为激

烈，部分厂商采取了主动大幅降价的竞争策略，导致行业整体产品价格下降。 

面对上述情况，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抓紧对2017年末采购的产线的调试和员工的培训，着力发展微型化、

高附加值的小型化产品；其次积极寻求新的较高毛利的产品应用领域（如物联网和汽车电子），与新领域的终端客户进行需

求对接；另一方面根据订单情况合理安排生产进度，控制生产成本。公司正在将上述应对措施加紧落实和完善，以期尽快取

得效果，以扭转目前不利的经营形势。报告期内，公司还成立了供应链管理公司，正在与相关合作方进行接洽，进行产品品

种的选择和业务模式的探讨。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控制

治理情况，切实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强化内部制度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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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不断完善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整体推进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优化管理流程，加强内控管理，充分激发员工的

主观能动性，使公司的决策力、执行力、控制力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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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设立宏瑞供应链，故自2018年5月17日起将宏瑞供应链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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