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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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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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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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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宝 梁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

期 B 座 1312 室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

期 B 座 1312 室 

电话 0755-83432838 0755-83432838 

电子信箱 002288@chaohuatech.com 002288@chaohua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高精度电子铜箔、各类覆铜板等电子基材和印制电路板（PCB）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近年坚持“纵

向一体化”产业链发展战略，并持续向上游原材料产业拓展，目前已具备提供包括铜箔基板、铜箔、半固化片、单/双面覆铜

板、单面印制电路板、双面多层印制电路板、覆铜板专用木浆纸、钻孔及压合加工在内的全产业链产品线的生产和服务能力，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是行业内少有的具有全产业链产品布局的企业。公司聚焦前沿新材料、信息功能材料、新能

源材料、纳米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覆盖印制电路完整产业链条的资源配置能力，致力成为中国最具规模的电子基材新材

料提供商，并打造面向全球的印制电路解决方案服务平台，汇“平台”资源，创“智造”生态。公司主要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高精度电子铜箔 

铜箔按下游需求主要分为电子电路铜箔（用于覆铜板、印制电路板）和锂电铜箔（主要用于动力类锂电池、消费类锂电

池及储能用锂电池），其中锂电铜箔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动力类锂电池。2016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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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锂电铜箔行业爆发式增长，但受新能源汽车查骗补及补贴退坡等影响，铜箔行业受到一定冲击。随着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

调整，锂电铜箔行业重拾高增长态势。同时，受益于5G、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发展良机，加上全球PCB产业重心向中国

转移，2018年国内PCB产业延续去年的良好发展势头，带动了上游电子基材需求增长。公司铜箔“一薄（1/3 oz）一厚(3oz、

4oz及以上)”产品赢得了客户的广泛青睐，受益于公司下游客户的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铜箔产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5,705.26万元，毛利率达26.64%。 

目前，公司已拥有1.2万吨铜箔的产能，成为国内少数拥有超万吨高精度铜箔产能的企业，并已具备目前最高精度6um

锂电铜箔的量产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二期）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产后，

将增加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的产能，届时产能合计将超2万吨，名列行业前茅。此外，公司规划在梅县区白渡镇梅州坑建

设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将新增年产2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当中，届时公司铜箔产能将超4万吨，有望成

为全球铜箔行业领军企业，行业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二）覆铜板 

覆铜板是做印制电路板的重要基本材料，覆铜板的终端产品就是PCB在计算机、通信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行业

的应用。下游应用领域快速发展，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对高频高速覆铜板提出了新的需求。2018年12月6日，中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向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下发了5G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也开启了我国5G商用化进程。2019年有望成为5G商用

的元年。5G带来的通信技术演进最终将体现在通信设施的换代和重建，进而必然为相关电子元器件行业带来增长机会。5G

建设无疑将成为未来3-5年内带动PCB及上游电子基材产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安信证券研报预估，仅是用于5G基站天线的高

频PCB/覆铜板价值量将是4G的10倍以上。 

公司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研制的“纳米纸基高频高速基板技术”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通过了行业专家

组织的成果鉴定，同时，公司启动了覆铜板技改升级扩产项目，为公司推动相关技术成果产业化和抓住5G时代的市场机遇

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目前已拥有年产1200万张覆铜板的产能。公司单面覆铜板事业部建立了省级专项技术研发中心，已开发并生产涵盖

五大类纸基和复合基覆铜板的几十种厚度、类型的产品。同时，为抓住5G时代、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市场机遇，

公司规划在梅县区白渡镇梅州坑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将新增年产2000万张高频高速覆铜板，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届

时公司将具备年产3200万张覆铜板产能。公司不仅在技术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做好技术储备，而且在产能上已提前做

好了布局。 

（三）印制电路板 

印制电路板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现代电子信息产品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器件，被广泛运用于通讯设备、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工业控制及医疗等行业。 

根据前瞻网报道及CPCA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PCB产值约为635.5亿美元，同比增长8%，2018年中国PCB产值规模达327

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约10%，预计到2022年，全球PCB产值将达到718亿美元，到2024年，将超过750亿美元。受益于5G、

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快速发展，加上全球PCB产业重心向中国转移，2018年国内PCB行业延续了去年的良好发展势头。

随着我国环保政策日益收紧，导致PCB落后产能出清，订单逐渐向龙头企业集中，同时由于《印制电路板行业规范条件》和

《印制电路板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为瞄准高端需求，充分抓住新一轮汽车、家电下乡政策带来的PCB的需求提振与产品升级趋势，公司将对原有PCB生产

线进行技改升级，同时推动PCB的扩建项目（包括FPC），实现PCB业务持续增长，亦将受益于PCB产业的快速增长带来的

上游电子基材需求的增长红利以及将充分受益供给侧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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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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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93,429,072.

24 

1,438,602,275.

74 

1,438,602,275.

74 
-3.14% 

1,035,279,445.

06 

1,035,279,445.

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514,698.96 36,854,989.26 46,854,356.18 -26.34% -61,934,305.87 -77,506,98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376,823.05 22,559,178.57 32,558,545.49 73.16% -72,487,450.18 -88,060,13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1,709,516.17 34,878,060.00 34,878,060.00 392.31% 125,684,545.65 125,684,54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396 0.0503 -26.44% -0.0665 -0.0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396 0.0503 -26.44% -0.0665 -0.0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2.17% 3.15% -1.11% -3.63% -5.1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768,969,744.

87 

2,913,120,963.

18 

2,717,471,583.

29 
1.90% 

2,479,337,164.

95 

2,272,067,672.

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50,476,743.

91 

1,704,698,915.

38 

1,509,049,535.

49 
2.75% 

1,675,977,200.

23 

1,469,178,693.

7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会计差错更正原因：鉴于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信”）控股股东郑长春因涉嫌合同诈骗正在被

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超华科技对贝尔信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同时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利安达专字【2018】粤 A2156 号专项审计报告，贝尔信为骗取公司投资及为达到完成业绩承

诺的目标，2014 至 2016 年度通过虚假合同虚构收入和利润且金额巨大，公司认为对贝尔信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发生减值损失

并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

的要求，对公司 2015 年末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并对超华科技前期财务报表涉及的相关科目及时予以更正。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8,939,756.04 411,899,497.94 303,634,603.92 378,955,2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89,453.62 30,906,646.83 4,399,368.65 -16,180,77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14,622.30 27,481,478.15 12,381,495.04 7,699,22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80,284.29 4,466,992.06 35,326,100.75 105,136,139.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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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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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4,7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0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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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健锋 境内自然人 18.43% 171,723,040 128,792,280 质押 157,863,035 

常州京控泰丰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3% 140,000,000 0 质押 36,657,682 

梁俊丰 境内自然人 12.45% 116,013,472 0 质押 112,695,198 

王新胜 境内自然人 0.43% 3,966,400 0   

上海楷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楷双－幻方

星辰 4 号私募

基金 

其他 0.35% 3,244,200 0   

周佩君 境内自然人 0.23% 2,102,544 0   

中国工商银行

－嘉实策略增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2% 2,035,500 0   

温基 境内自然人 0.21% 1,918,243 0   

岳丽英 境内自然人 0.19% 1,801,100 0   

毛慧珠 境内自然人 0.19% 1,798,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梁俊丰和梁健锋为兄弟关系，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新胜为梁俊丰和梁健锋的妹夫。除

此之外，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

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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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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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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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内需呈现疲缓态势，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同时，在去杠杆、去产能、强监管的政策形势下，银根紧缩，民营企业存在较大融资压力。但受益于国内新能源汽

车、5G通讯、汽车电子等下游需求的拉动，公司所处行业实现了逆势增长，仍然处于快速上行的通道。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行业发展趋势，制定积极有效的经营方针，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计划，有效地把握了

行业高速增长带来的机遇。公司通过客户结构调整和战略优化升级，已进入国内大部分印制电路板、覆铜板上市公司和行业

百强企业供应体系，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合伙关系，并在内资客户稳固的基础上扩大覆盖面，积极开拓台资及外资

客户储备能量，5G放量在即。同时公司铜箔等高毛利产品收入占比提升显著，盈利水平再创新高。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39,342.91万元，同比下降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1.47万元，同比下降26.34%；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公司持续大幅增加研发投入，2018年研发投入金额约6,783万元，同比大幅增长约94%；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大幅增长392.31%。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扩产项目加速推进，5G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紧扣5G通信、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等下游行业高速发展机遇，并有效抓住下游PCB客户高速增长的

红利，实现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铜箔、覆铜板实现营业收入达83,356.13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约60%，成为公司核心

产品，产品销售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公司电子电路铜箔“一薄（1/3 oz）一厚(3oz、4oz及以上)”产品赢得了客户的广泛青睐，

锂电铜箔产品已通过部分重点客户测试和验证，在报告期内已完成出货。 

此外，公司PCB事业部在2018年成功开发了5G高频特种板及超大尺寸特殊板，部分已完成客户试样并实现小批量供货。

新产品的出货不仅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且有效带动了整体制程能力和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公司通过合理配置内部资源，提升产能利用率，目前已具备1.2万吨铜箔的产能，并已具备目前最高精度6um锂电铜箔的

量产能力。公司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二期）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产后公司铜箔产能合计将超2

万吨，名列行业前茅。此外，公司规划在梅县区白渡镇梅州坑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届时将新增年产2万吨高精度电子铜

箔和2000万张高频高速覆铜板产能，目前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 

2．营销体系改革和市场开拓双管齐下，实现下游高端客户的覆盖 

报告期内，在竞争加剧情况下，公司依托良好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期和快速响应客户的市场营销优势，再次取得市场

大捷。目前，公司客户群已覆盖国内大部分PCB、CCL上市公司和行业百强企业，并成为其稳定供应商，且受益下游PCB、

CCL客户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公司利润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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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和61.7%。锂电铜箔作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重要负极材料，需求将受

到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拉动。公司也正积极拓展锂电铜箔方面重点客户，前期已通过部分客户测试和验证，实现小批量供

货。 

此外，公司继续推进营销体系改革，改变以往各子公司、各业务板块的销售团队分散的队伍结构，集合优势资源，建设

各产品线统一的销售平台；不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打造业内年轻、充满活力的销售团队，有效提升了人均效能；同时不断

改善营销模式，深挖大客户，使营销部门与生产部门深度捆绑，保证公司效益的持续提升。 

 
3．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为顺应行业高端化发展趋势及迎接5G时代的到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与知名科研院校开展

产学研合作，共建研发中心，钻研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品竞争力，以期实现创新驱动未

来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与嘉应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成功研制出抗拉强度达400-700MPa的高抗拉强度锂电铜箔（目前锂电铜

箔抗拉强度行业标准约为300MPa），在锂电铜箔抗拉强度问题上取得突破。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加大超薄铜箔、高频高速

铜箔及其他高性能铜箔和高频高速覆铜板的研发力度，并全力推进“纳米纸基高频高速基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 

4．契合行业发展趋势，升级信息化建设，改革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针对公司生产基地分散（分布在梅州、惠州、广州三地）及多子公司（控股13家、参股3家）不易管控带来的问题和难

题，公司深挖掘、细梳理、强提升、严管控，管理体系调整与信息化升级改造同步推进。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制定了与各子公司经营特点相符的管理方案，以加强子公司的管理。公司在下属子公司广州泰

华多层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总经理负责制，在一定权限内由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并按照子公司盈利情况给予

管理团队奖励，以充分调动子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报告期内，公司重新梳理了全公司组织架构及岗位编制，明确岗位职责，合理进行分工，建立全新的薪酬绩效体系，充

分发挥员工积极性，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效率，增加公司效益。 

此外，公司通过SAP信息化项目建设，提升各生产经营场地的信息化水平，SAP项目涵盖采购、生产、销售、品质和财

务等模块，实现对生产经营各个关键环节的信息化管控；同时推行企业内部信息化战略，启动泛微办公协作平台，通过线上

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效能。 

5．积极探索供应链管理服务，持续深化产融结合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17.6%的参股公司梅州客商银行，坚持“普惠金融、智慧金融、科创金融、民系金融”发展战略，以“三

农两小”、创新创业、长尾客户和全球客商为四大客户群体，创造了“客商银行速度”，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报告期末，梅州客商银行资产规模突破126亿元。 

2018年10月，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华睿聚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面向PCB及电子基材等行业开展供应链管理

服务，探索产融结合新模式，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巩固行业地位，提升影响力。 

6．迎合产业链发展趋势，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 

为抓住新能源汽车、5G通信、汽车电子等下游行业高速发展机遇，公司积极推进电子基材项目的建设。2019年3月，公

司启动了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5,000万元，用于年产120万平方米印刷电路板（含F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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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年产600万张高端芯板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资本实力与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提升，

产业链将得到扩展，产品结构将得到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巩固和提高行业地位，提高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印制电路板 506,217,532.86 48,114,256.26 9.50% -16.00% -11.52% 0.48% 

覆铜箔板 376,508,720.94 44,427,050.64 11.80% -13.42% -13.45% 0.00% 

铜箔 457,052,587.74 121,752,453.07 26.64% 37.14% 38.72% 0.3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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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报表的列报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

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和往期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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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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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信”）控股股东郑长春因涉嫌合同诈骗正在被公安机

关立案调查，超华科技对贝尔信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同时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利安达专字【2018】粤A2156号专项审计报告，贝尔信为骗取公司投资及为达到完成业绩承诺的目标，

2014至2016年度通过虚假合同虚构收入和利润且金额巨大，公司认为对贝尔信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发生减值损失并于2015年全

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此外，公司于2018年5月与广东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泰建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吉泰建筑以

1000万元受让公司持有的贝尔信1%股权。鉴于贝尔信控股股东郑长春涉嫌合同诈骗，目前已被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局立案调

查，经双方协商，公司以1000万元回购贝尔信1%股权。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对超华科技前期财务报表（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度、2018年上半年）涉及的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一）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1．2015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189,103,618.40 0.00 -189,103,618.40 

未分配利润 238,629,113.13 49,525,494.73 -189,103,618.40 

资产减值损失 22,507,658.57 202,507,658.57 180,000,000.00 

投资收益 9,103,618.40 0.00 -9,103,618.40 

利润总额 30,921,160.65 -158,182,457.75 -189,103,618.40 

净利润 28,314,293.45 -160,789,324.95 -189,103,618.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70,361.89 -162,633,256.51 -189,103,618.40 

2．2016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205,648,746.81 0.00 -205,648,746.81 

未分配利润 174,872,334.65 -30,776,412.16 -205,648,746.81 

投资收益 16,545,128.41 0.00 -16,545,128.41 

利润总额 -74,932,574.09 -91,477,702.50 -16,545,128.41 

净利润 -60,961,858.57 -77,506,986.98 -16,545,128.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61,858.57 -77,506,986.98 -16,545,128.41 

3．2017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195,649,379.89 0.00 -195,649,379.89 

未分配利润 211,727,323.91 16,077,944.02 -195,649,379.89 

投资收益 -9,999,366.92 0.00 9,999,366.92 

利润总额 37,358,800.33 47,358,167.25 9,999,366.92 

净利润 36,854,989.26 46,854,356.18 9,999,366.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54,989.26 46,854,356.18 9,999,366.92 

         4．2018年半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185,294,700.98 0 -185,294,7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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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10,403,558.13 20,403,558.13 1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247,668,745.45 52,374,044.47 -195,294,700.98 

投资收益 -354,678.91 0 354,678.91 

利润总额 38,484,708.16 38,839,387.07 354,678.91 

净利润 35,941,421.54 36,296,100.45 354,678.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41,421.54 36,296,100.45 354,678.91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1．2015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731,469,078.45 542,365,460.05 -189,103,618.40 

未分配利润 100,262,446.91 -88,841,171.49 -189,103,618.40 

资产减值损失 11,760,659.68 191,760,659.68 180,000,000.00 

投资收益 12,103,618.40 3,000,000.00 -9,103,618.40 

利润总额 -6,241,306.08 -195,344,924.48 -189,103,618.40 

净利润 -3,626,519.27 -192,730,137.67 -189,103,618.40 

2．2016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751,155,665.34 545,506,918.53 -205,648,746.81 

未分配利润 57,375,136.61 -148,273,610.20 -205,648,746.81 

投资收益 16,545,128.41 0.00 -16,545,128.41 

利润总额 -48,927,506.95 -65,472,635.36 -16,545,128.41 

净利润 -40,092,390.39 -56,637,518.80 -16,545,128.41 

3．2017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742,529,501.89 546,880,122.00 -195,649,379.89 

未分配利润 64,581,263.30 -131,068,116.59 -195,649,379.89 

投资收益 -9,999,366.92 0.00 9,999,366.92 

利润总额 7,603,085.96 17,602,452.88 9,999,366.92 

净利润 7,206,126.69 17,205,493.61 9,999,366.92 

4．2018年半年度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累积影响数 

长期股权投资 732,174,822.98 546,880,122.0 -185,294,700.98 

其他应付款 243,098,676.02 253,098,676.02 1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73,513,365.80 -121,781,335.18 -195,294,700.98 

投资收益 -354,678.91  354,678.91 

利润总额 9,595,530.57 9,950,209.48 354,678.91 

净利润 8,932,102.50 9,286,781.41 354,678.91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7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的审核报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出具了《2015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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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华睿聚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年度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其他未变化。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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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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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