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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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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创光电 6003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婉琳 潘婉琳 

电话 0791-88161979 0791-88161979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京东大道168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京东大道168号 

电子信箱 600363@lianovation.com.cn 600363@lianovation.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430,872,750.10 4,268,727,408.65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4,069,051.90 2,238,516,442.29 4.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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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66,159.34 -77,867,543.21   

营业收入 1,679,927,068.19 1,359,576,368.21 2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321,284.37 115,594,616.39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860,655.36 113,724,151.77 -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5.47 减少0.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78 0.2607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78 0.2607 -1.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2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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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4 93,762,092   质押 93,400,000 

邓凯元 境内自然人 5.89 26,121,800   质押 25,512,068 

江西电线电缆总厂 国有法人 2.95 13,074,585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

2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2.88 12,792,570 

  
未知 

  

徐隽 境内自然人 1.20 5,307,198   未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2 3,627,200   未知   

朱吉文 境内自然人 0.80 3,527,701   未知   

邓涵尹 境内自然人 0.76 3,350,000   未知   

周瑞唐 境内自然人 0.66 2,922,746   未知   

陈和平 境内自然人 0.51 2,278,674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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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外部经济形势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公司坚定贯彻 “风险控制”，“以利润为中

心”的重要经营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持续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进一步夯实现

有主业，实现了较为平稳的经营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6.8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56%；累计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0%。公司净利润未与营业收入同向增长的原

因主要是受人工成本上升、部分重点产品降价、原材料价格上涨、汇率波动及参股公司投资收益

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中，LED 光电器件产品业务板块由于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及市场开拓较好

等原因，本期收入同比有较大增幅；LED 背光产品受电脑显示器市场回暖影响，订单回升，本期

收入同比增长 16%；智能控制模块产业的原有客户持续增量，本期收入呈稳定发展水平；而 LED

照明工程业务板块受项目进度滞后影响，本期收入略有下降；电线电缆产业板块在公司加大市场

开发力度、光纤供应趋于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本期收入呈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规划技术创新项目研发，引导各子公司加快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建立了总部及子公司技改项目库，为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服务。2018年上半年，公司“基于 LCD的

大尺寸裸眼 3D显示器”获得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基于窄带物联技术 NB-IOT的智慧路灯控

制器”获得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高速光耦用红外 LED芯片”获得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

等奖。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79,927,068.19 1,359,576,368.21 23.56 

营业成本 1,472,320,880.99 1,145,442,812.44 28.54 

销售费用 38,716,872.05 37,809,856.44 2.40 

管理费用 129,497,086.50 121,169,463.03 6.87 

财务费用 18,728,544.35 22,071,218.19 -1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66,159.34 -77,867,543.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1,796.13 -13,896,104.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275,012.54 87,884,493.44  

研发支出 63,982,983.09 60,571,583.81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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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受产品市场变化影响，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人员工资、产品运费等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受管理研发费用、销售人员工资等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金额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归还了银行借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增加了研发项目投入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应收票据 159,096,216.46 3.59 241,757,358.92 5.66 -34.19  

其他应收款 62,400,575.76 1.41 33,822,127.14 0.79 84.50  

其他流动资产 9,799,165.38 0.22 15,597,655.78 0.37 -37.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05,394.64 0.23 17,447,372.59 0.41 -42.08  

应付票据 313,462,362.45 7.07 233,346,967.77 5.47 34.33  

 

其他说明：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票据到期所致。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支付工程项目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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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增值税留抵额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本年销售增加，备货量增加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余额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07,529,021.76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保证金 

应收账款 7,715,122.34 短期借款质押担保 

长期股权投资 — 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合计 115,244,144.10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对外股权投资额 与上年同比的变动数 与上年同比的变动幅度 

3,468.93万元 3,468.93万元 - 

 

被投资的公司

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

益的比例(%) 
备注 

江西联创南分

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全系列片式 LED 器件、全系列高亮度

LED 单灯、功率型 LED 器件、各种数码显示器

件、专用示模块及 LED 背侧光源等 

100% 
分公司改制成

为子公司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比例 资金来源 是否涉诉 

江西联创南分科技

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全系列片式LED器

件、全系列高亮度 LED单灯、

功率型 LED器件、各种数码

显示器件、专用示模块及

LED背侧光源等 

100% 

以公司南昌分公

司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经评估的

净资产作价出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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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 2018年 8月 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行业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2018 年 6 月

末总资产 

2018 年 6 月末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 

2018 年 6 月末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子公司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12,929.00 50.01% 82,560.18 38,744.95 2,303.01 

南昌欣磊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6,295.45 74.00% 20,484.23 7,853.49 256.96 

江西联创电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电缆 26,314.00 78.72% 40,002.62 25,567.75 -74.10 

江西联创致光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12,132.66 100.00% 69,018.46 15,546.91 947.86 

江西联创照明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电脑耗材 2,000.00 100.00% 4,828.85 -1,371.67 -92.22 

江西联创特种微电

子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1,600.00 100.00% 3,948.80 3,712.86 46.35 

江西联创光电营销

中心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5,000.00 100.00% 9,534.15 4,033.05 -136.01 

江西联创电缆有限

公司 
电缆 5,000.00 93.30% 8,190.69 4,679.88 -172.70 

深圳市联志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2,000.00 70.00% 12,674.40 2,520.16 180.52 

江西联融新光源协 电子元器件 4,300.00 81.875% 8,447.99 2,780.89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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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新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87,212.20 22.04% 841,465.36 520,055.89 48,066.86 

北方联创通信有限

公司 
通信 5,000.00 33.00% 77,550.62 15,999.18 814.75 

 

2、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本企业持股

比列 

2018年 6月末营

业收入 

2018年 6月末营

业利润 

2018 年 6 月末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1% 65,102.41 2,415.22 2,303.01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1.04% 335,527.56 60,376.42 48,066.86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