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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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3696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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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电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2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东屏

郑创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传真

0754-83931233

0754-83931233

电话

0754-88192281-3012

0754-88192281-3033

电子信箱

csdz@gd-goworld.com

csdz@gd-goworl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本公司主要从事印制线路板、液晶显示器及触摸屏、超薄及特种覆铜板、超声电子仪器
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印制线路板是电子产品的基础元器件，广泛应用于通讯产品、汽车电
子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工业及医疗电子、电脑及周边设备等众多领域，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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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品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器件；液晶显示器及触摸屏产品应用于智能手机、车载显
示、智能家居、平板电脑、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覆铜板是印制线路板的专用
制造基材；超声电子仪器广泛应用于钢铁冶金业、机械工业、化工工业、航空航天、铁路交
通、锅炉压力容器等领域的无损伤检测、定位、评估和诊断。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以“以销定产”方式为主，采取直接销售和代理销售两种销售模式，并根据以往
营销经验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和不同类型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和措施。
（3）所处行业特点及行业地位
印制板业务：目前全球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
国、欧洲、美国等区域。从产值地区分布看，PCB产业重心已向亚洲地区转移，中国PCB产
值占全球50%以上。公司印制线路板产品所处PCB行业应用领域广泛，受单一行业影响较小，
故生产商众多，行业较为分散，市场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充分。
液晶显示器及触摸屏业务：公司液晶显示及触控产品所处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技术更
新快，下游应用领域日趋广泛，如移动互联领域、车载及工控领域、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等，
这些领域主要受终端市场需求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有一定的相
关性。
覆铜板业务：公司覆铜板产品所处行业维持大者恒大的格局，龙头企业占据较大份额，
集中度较高，国内PCB产业持续扩大将带动国内覆铜板企业快速成长。
超声电子仪器业务：公司超声仪器产品所处细分行业为无损检测行业，随着高铁、地铁
等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国家对产品质量及安全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检测手段之一的无损显示
行业更加受到重视，行业的发展值得期待。
公司是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及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理
事单位，长期入围全球PCB百强企业、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的排序。
本年度，公司荣获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颁发的“2018年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标杆企
业”称号和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颁发的“广东省创新型企业”称号；公司属下汕头超声印制
板公司及公司属下分公司覆铜板厂均荣获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联合颁发的“第十七届（2017）中国电子电路行业百强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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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4,941,244,562.13

4,333,127,016.08

14.03%

3,532,559,9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843,536.41

191,908,277.74

40.61%

187,221,8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580,145.88

181,888,962.93

43.81%

158,504,78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506,165.12

316,563,876.86

44.84%

500,294,30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25

0.3574

40.60%

0.34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25

0.3574

40.60%

0.3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9%

6.25%

2.14%

6.4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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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5,431,682,311.37

5,094,458,306.36

6.62%

4,718,864,3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13,594,849.50

3,118,014,904.22

6.27%

2,994,949,016.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084,103,857.21

1,193,459,553.52

1,357,461,380.86

1,306,219,770.54

2,140,352.07

74,369,605.57

105,412,698.04

87,920,880.73

243,471.04

73,059,137.17

105,330,679.25

82,946,858.42

79,618,054.21

89,719,305.80

167,894,379.38

121,274,42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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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49,038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3,989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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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超声电子
国有法人
（集团）公司

30.31% 162,741,80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3.75% 20,133,337

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3.22% 17,298,500

0

0

盛琳

境内自然人

0.48%

2,597,410

0

0

王海

境内自然人

0.41%

2,207,300

0

0

杨海鸥

境内自然人

0.33%

1,746,200

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 其他
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32%

1,725,991

0

0

张少光

境内自然人

0.30%

1,620,000

0

0

张志达

境内自然人

0.30%

1,586,650

0

0

陈洁慧

境内自然人

0.29%

1,540,800

0

0

0 质押

80,000,000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系。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前十名股东中，未知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动的说明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③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74.18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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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化。2018 年 12 月 5 日将其持有原质押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
行的本公司股份 8,500 万股解除了质押，并重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00 万股质押给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质押期限从 2018 年 12 月 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 盛琳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28,2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69,210 股； 王海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07,200 股；杨海鸥通过其普通证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5,0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21,200 股；张少光
说明（如有）
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20,000 股；
张志达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4,8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41,8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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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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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曲折的背景下，国内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行业方面，新产业蓬勃兴起与传统产业加速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
日趋广泛，不断推动电子产业快速发展。5G通信及衍生数据通讯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拉动
高频高速印制板、覆铜板的需求。另外，随着智能家居、智能驾驶等应用场景与移动通信技
术深度融合，AI的成熟、屏幕的多场景应用，大大加快交通、家居、办公等领域的智能化进
程，给显示触控产品应用市场带来新的增量。
今年以来，公司紧跟行业需求，不断加大汽车电子、高端通讯、智能家居、工控等领域
市场的开拓力度，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布局，提升高附加值产品订单占比，并通过加大
欧洲、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市场的拓展，提高产品市场渗透率，有效规避中美贸易摩擦
的负面影响，促使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得以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从技
术研发和流程精简方面着手，持续推进业务创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加强品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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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服务等手段增加客户粘性，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另外，公司积极推进“环保型
高性能覆铜板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及“新型特种印制电路板关键技术研究、产品开发
及应用建设项目”征地事项，为公司后续发展夯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全年销售情况良好，
四大业务齐头并进，主营产品保持了较强竞争力，期间人民币汇率波动也给公司带来了一定
的汇兑收益，使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再上新台阶。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4,124.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6,984.35万元，同比分别上升14.03%和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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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印制线路板

2,465,428,987.98

279,573,274.94

21.98%

6.73%

15.86%

-1.46%

液晶显示器

1,514,880,017.96

61,083,436.42

18.05%

31.89%

157.34%

1.63%

811,713,439.07

24,244,185.96

14.04%

6.36%

-52.19%

-3.22%

覆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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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新财务报表格式”），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
司财务报表因新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引起的追溯重述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项目和金额如
下：
合并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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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管理费用

129,781,658.5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34,304,820.29
137,282,560.0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14,718,714.54
16,150,205.10 其他应付款
955,401.49
104,713.12
378,380,417.64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1,464,086,478.80
952,001,274.62
17,210,319.71

225,718,410.96
152,662,006.68

母公司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6,297,605.6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70,102,577.74

应付票据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199,966,921.62

199,966,921.62

其他应付款

370,089.70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管理费用

326,400,183.36

370,089.70

122,287,672.80 管理费用

85,437,907.03

研发费用

36,849,765.77

2.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根据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解读
的相关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
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
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将营业外收入中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列报于“其他收益”项
目，2018年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调增2017年度其他收益461,920.31元，调减营业外收入461,920.31
元。
3.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2018年度未发生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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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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