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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2019013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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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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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 黄娉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555 号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555 号 

电话 0579-89186668 0579-89186668 

电子信箱 ecec@ecec.com.cn ecec@ece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从事石英晶体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经营产品包括谐振器、振荡器等石英晶体元器件。公司产品

广泛应用于通讯、资讯、汽车电子、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家用电器、智能安防和航天军工等领域。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电子元器件行业中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子行业，证监会行业分类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所属行业协会为“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压电晶体分会”，公司为分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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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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77,279,579.06 232,126,182.22 -23.63% 257,167,03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28,823.43 1,490,028.40 -5,377.00% 16,196,74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218,734.49 -12,056,417.13 -565.36% -131,169,47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88,646.09 24,134,341.46 -24.22% 24,896,81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1 -3,30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1 -3,30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7% 0.32% -18.99% 3.5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78,193,288.51 583,210,986.74 -18.01% 660,334,63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1,752,539.18 460,381,362.61 -17.08% 458,891,3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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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6,773.50 47,843,581.14 39,925,187.91 41,004,0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60,618.60 -3,906,722.22 -7,911,688.44 -60,349,79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11,008.72 -4,381,152.66 -5,586,019.57 -63,340,55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5,917.64 14,033,164.49 -1,261,474.31 4,171,0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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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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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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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石创富

－华夏银行－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东

其他 14.80% 36,036,036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晶电子定向增

发单一资金信

托 

李庆跃 境内自然人 10.59% 25,78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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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天沃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0% 13,150,000    

吴宗泽 境内自然人 2.02% 4,924,350    

臧凤鸣 境内自然人 2.00% 4,86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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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鹤良 境内自然人 1.54% 3,745,200    

金良荣 境内自然人 1.40% 3,4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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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海投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917,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481,853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 24,399,453 股；股东臧凤鸣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68,018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余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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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

国内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格局，公司坚持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加快自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现将2018年度经营情况总结如下： 

1、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同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石英晶体元器件产品市场发生诸多不利变化，具体表

现为订单竞争日趋激烈、产品销售单价严重下滑、大规格元器件逐渐淘汰、生产用机器设备更新换代加快，以及出现新生产

工艺水平等情况，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同比下滑、经营性亏损同比扩大。同时，公司基于前述市场研判和谨慎性原

则，依据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结合自行清查和测试结果，对报告期末部分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633.11万元。以上

因素共同导致了本报告期公司的经营业绩与上年相比发生较大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727.96万元，较上年同期23,212.62万元下降23.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2.88万元，较上年同期149.00万元下降5,377.00%。 

2、精益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各生产基地新旧生产线规划的合理布局、生产工艺优化与流程改造，致力于充分发挥设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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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高自制开发原料比例，结合柔性化生产方式的适度推进，以及ERP信息管理系统的维护与升级，切实降低生产制造单

位成本，提高产品交付效率；根据市场需求和订单情况，合理安排生产进度，扎实保证生产效率，严把品质关，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ISO9001、ISO14000、OHSMS18001、TS16949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复审工作，为公

司产品品质稳定和提升提供可靠保障。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积极全员宣贯生产安全意识，多次通过定期排查、

消防演练等各种形式，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整改，切实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3、市场开拓方面 

公司及时洞察市场动向，把握市场机遇，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做好优势产品的重点推广，积极开拓具有较高毛利

率的产品应用领域（5G通讯、物联网、汽车电子等），落实与新领域终端厂商的需求对接，致力于扩大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同时，面对2018年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态势，公司优化客户管理体系，强化售前服务、售后跟踪力度，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公司重视销售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持续加强业务管理和培训，提升业务人员的专业素养

与服务意识；强化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的创新与落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助力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打拼

业务订单。 

4、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紧盯市场发展趋势，深入推动各项产

品研发项目的结题与升级。为顺应终端产品小型化、多功能化的发展趋势，公司将年度研发重点放在2016、1612规格各型号

晶体谐振器的研发与升级上面，致力推进公司产品实现更高程度的小型化，兼具高精度与低功耗性。同时，公司还积极推进

5G通讯、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应用场景石英晶体谐振器的开发与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专利5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新提交专利申请10项。全资子公司东晶金华获

得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授予“浙江省创新型示范中小企业”荣誉称号。 

5、新兴业务方面 

为提升经营业绩和增加股东回报，公司持续关注适合自身特点的新兴业务的发掘与培育。2018年5月，公司新设立子

公司宏瑞供应链，试水供应链管理业务。报告期内，该类新兴业务已取得积极开篇，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经营尚处

于起步阶段，对于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贡献有限。与此同时，公司还积极关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投

资与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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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振器 171,529,293.60 156,287,010.86 8.89% -19.76% -17.2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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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17,727.96万元，同比下降23.63%；营业成本为16,092.05万元，同比下降20.90%。主要系报告期内

同行业新增产能释放较大，竞争激烈，公司订单量减少以及销售单价大幅下降等原因所致。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862.88万元，同比下降5,377.00%。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毛利下降以及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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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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修订及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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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10月2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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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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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设立宏瑞香港，故自2018年12月13日起将宏瑞香港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注销东晶光电，故自2018年12月28日起将东晶光电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两家新设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类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公告索引 进展情况 

全资一级子公司 浙江宏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人民币 《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0） 

已取得营业执照 

全资二级子公司 浙江宏瑞（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10,000元港元  已取得公司注册

证明书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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