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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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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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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 2018 年末公司总股本 543,720,000 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 18,793,267 股，

即 524,926,7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含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

31,495,603.98 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55.85%。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

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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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光股份 60035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尚荣 晋晓丽 

办公地址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318号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318号 

电话 028-83967599 028-83967182 

电子信箱 xiongshangrong@polarico.com Jinxlxg200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属陶瓷电真空器件、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光电器件等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其主要产品包括： 

（1）电子管：包括大功率广播发射管；米波、分米波电视发射管；微波通讯三、四极管；激

光激励振荡用发射管；射频烘干振荡用发射管；高能加速器用大功率管；工业加热管等，主要用

于雷达、导航、通讯、医用、激光加工设备、烘干、焊接、广播电视、辐照、高能加速器等领域。 

（2）开关管（真空灭弧室）和固封极柱：开关管包括交流额定电压 380V-72.5KV、额定电流

300-6300A、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12.5-80KA 的各类陶瓷真空开关管，固封极柱是开关管的延伸产品，

它们都是中高压电器开关的核心器件。 

（3）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及电器元件（开关柜和断路器）：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及电器元件

是公司真空开关管和固封极柱的下游产业，是公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它是输配电网设备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公司还根据直流电网的发展需要新开发了用于 200KV、500KV 直流断路器的

快速隔离真空开关。 

（4）光电器件：公司产品覆盖传输速率从 1.25G/S`~100G/S 的光电器件、光电模块。光电器

件和光电模块是光纤通信接入网、传输网、数据中心和 4G/5G 移动通信等通信系统的核心器件，

承担着将电信号转化为光信号或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的功能，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移动

通讯（4G/5G）、光纤到户、有线电视、高清视频图像传输、监控和工业控制通信等领域。 

公司电子管和真空开关管为四川省名牌产品，曾多次为国家重点、尖端工程配套，在国内外

市场上享有良好信誉，行销全国，远销德国、意大利、英国、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及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光电器件由子公司储翰科技研发、生产和销售，该产品在国内主流通讯设备

企业有较高的认可度。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完整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体系，其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模式：为加强供应商管理、减少生产协调环节并统一实施采购降成本，公司在本年度对

采购模式进行了调整，由过去“统分结合”的采购模式改为集中采购，即所有生产性物资的采购

及采购价格、采购计划由公司统一管理。在采购方式上，依然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定

采购价格和主要供应商，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加强对供应商现场监造和审核保证采购物料质量；

强化订单管理和实施安全库存控制保证供货进度，减少资金占用。 

生产模式：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根据不同的状况，采取机动、灵活的生产模式，最大

程度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兼顾生产资源的匹配性与利用率，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状况，公司采取

市场预测确定生产计划、常规产品适度库存动态调节生产和订单式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对于



市场需求旺盛时，采用预测为主制定生产计划，需求平稳时，对于常规产品，公司依据市场需求

和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产品的通用化程度，制定零件及成品库存的下限与上限，依据库存变动

动态调节生产量，达到产销平衡；对于非常规产品则根据客户订单制定生产计划，按订单需求及

进度进行生产。 

销售模式：国内市场通过建立覆盖全国各省市的销售队伍和目标客户的资料库，与国内主要

电气设备制造商，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客户的招投标，配合客户开发市场，

利用综合优势获取合同订单。国外市场通过签约代理商推广销售和自主参加行业会展、网络推销

等方式开发新的国外客户相结合的方式销售产品。 

3、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真空开关管、固封极柱和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及电器元件主要用于电力行业，

其市场需求的动力来源于输配电网的建设和升级改造及各行业的新建项目及改造。电子管传统应

用市场（广播、电视、雷达）需求出现萎缩，但新的应用领域（激光加工、烘干、焊接、大功率

广播、加速器、医疗）仍能保持稳中有进的需求。公司光电器件产品主要用于光通讯行业，主要

是“互联网+”促进工业、消费升级驱动，与物联网、移动通讯、数据中心、云计算等项目的融合

拓展，具体如下： 

（1）真空开关管及固封极柱： 

主要装配于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及电器元件中，该成套装置及电器元件广泛应用在国民经济

各个领域的配电设施中，受社会用电需求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直接影响。随着我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做为保证生活质量的最基础条件，电力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会

带来新的需求，伴随着高压电网建设、智能化电网建设，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改造的逐步落实，输

变电设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输变电设备重要组成部分的高低压配电成套装置及其核心元

器件（真空开关管及固封极柱），以其更环保、易小型化的优势，自然具有长期而广泛的市场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全球能源互联网正在构建之中，未来将会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

引擎。 

公司是国内最早进行陶瓷真空开关管研究、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真空开关管的核

心工艺技术主要来源于原发射管制造的工艺技术，通过几十年的积淀和不断地进步与升级，已拥

有完整的真空开关管及固封极柱产业链、关键工艺技术、设备及检测装备等，是国内最具竞争力

的真空开关管及固封极柱供应商之一，开关管及固封极柱产、销量一直列居国内市场第二（信息

来源：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无源器件行业分会）。 



（2）电子管（金属陶瓷发射管）：固态化技术的进步已逐年取代中小功率的广播电视用电子

管市场，但大功率广播发射和高功率振荡用电子管在较长时间内仍具备优势，同时在新应用领域

电子管的市场需求将存在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公司大功率广播发射管约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70%，

具有明显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工业领域用电子管：主要应用在激光发生器用射频管，射频烘干机

用射频管，在这类产品方面：国内方面我公司属于领先地位，目前这类产品市场份额的占有率除

法国某知名公司外，我公司列居第二。在这个领域我公司面临的主要对手仍然是全球电子管王牌

生产企业：法国某知名公司。我公司的产品技术指标与法国某知名公司的产品相当，总体质量接

近，有较强的竞争力，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我公司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发射管研发、生产体系，在关键材料的制造、零部件加工的工艺技术

和装备方面形成了竞争优势，已具备与国外知名品牌相抗衡能力。未来电子管发展的重点是开发

大功率、高性能产品，进一步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3）光电器件：光电器件属于光通讯网络的核心器件，是建设高速、高带宽、低延时通讯网

络的基础，其需求主要取决于移动通讯、FTTH、数据中心等物联网络的建设和升级改造。随着“互

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将推动通讯网络不断升级换代。光电器件是光纤通讯网络设备的

配套产品，其上游主要是光电芯片企业，下游是传输网络设备企业和接入网设备企业，且上下游

企业存在相对集中的情形。首先，光电器件制造企业对上下游存在依赖性。一是光电芯片，特别

是高端光芯片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二是下游主要被主流通讯设备企业垄断，占据了市场需求的

大多数份额。其次，光电器件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国是全球主要的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地区，

占据了全球大多数份额，在除芯片以外的产业研发制造中形成了明显优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693,283,722.19 1,736,963,341.25 -2.51 1,589,213,402.40 

营业收入 1,058,854,294.31 1,061,692,038.57 -0.27 978,628,633.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388,305.36 27,577,069.35 104.48 43,575,277.9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825,706.56 25,150,005.94 114.02 40,716,679.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1,027,050,529.46 1,078,177,770.08 -4.74 1,064,193,700.73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390,454.06 42,545,125.99 -12.12 31,013,266.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55 0.0507 108.09 0.08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55 0.0507 108.09 0.08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505 2.5799 增加2.93个百分

点 

4.151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3,962,696.47 243,171,096.01 276,270,604.02 305,449,89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76,508.83 20,630,965.59 22,173,146.99 3,107,68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57,283.74 19,017,865.19 21,438,093.02 3,012,46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309,616.46 57,652,013.00 5,951,938.89 -56,523,114.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0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25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的集团有限公司  0 151,771,568 27.91 0 质押 141,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0 82,079,300 15.10 0 无   国有法人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8,793,267 3.4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匡俊富 -91,600 2,223,2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黄长凤 -121,700 1,858,3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高友志   1,230,000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叶小敏 3,400 1,094,000 0.20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辛英   1,089,270 0.20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刘俊峰   1,022,806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赵青峰 -500,300 1,006,700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885.4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27%；实现营业利润

6,976.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9.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38.83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104.48%。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69,328.37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2.51 %；负债总额 50,765.75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9.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102,705.05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4.7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1 家子公司及 1 家孙公司，与上期相比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未发生变化。子公司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翰科技”）具体情况详见附

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变化 

 

 

董事长：刘卫东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