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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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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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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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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82742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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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伦晶体 股票代码 30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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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东环路鸡啼岗段 36

号 
 

传真 0769-38879889  

电话 0769-38879888-2233  

电子信箱 flzqsw@dgyl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设计、生产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频率控制与选择元器件），主要产品为压电石英晶

体元器件，目前包括表面贴装式（SMD）和双列直插式（DIP）石英晶体谐振器、SMD TCXO温度补偿振

荡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子、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移动互联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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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家用电器、航天与军用产品和安防智能化等领域。经营模式方面主要采取的是经销模式，且以外销

为主，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为下游行业需求情况、国际市场贸易壁垒、产品价格、原材料成本变化、产品

技术水平情况等。 

公司元器件业务目前市场以SMD产品为主导产品，也是公司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多年来公司致力研发高精

度高稳定性小型化微型化产品，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公司产品主要以

SMD3225以下的小型化微型化产品为主，近年加大了小型化微型化产品生产线的改造和引进，随着信息产

业的快速发展，下游整机厂商对产品的要求更趋向于轻、薄、短、小，公司凭借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

能力实现了SMD1612、SMD1210等小型微型化产品的量产，为满足将来的市场需求奠定了基础。 

公司2017年6月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业务领域拓展至安防联网监控领域，可

按项目的不同需求进行软件系统平台研发和硬件设计，实现软硬结合。 

器件产品和安防联网监控都是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研发水平的提升和持续研发投入，公司谐振器产

品延伸到高附加值的振荡器产品的研制生产，例如SMD2520\SMD2016温度补偿石英晶体振荡器（SMD 

TCXO）产品目前达到量产能力；在安防联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业务上，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和高质量的

服务，在维持电信、移动等通讯运营商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市场范围。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

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缓解公司业务单一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电子元器件实现营业收入27,995.9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87.77%；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3,902.7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2.23%。公司主要产品为压电石英晶体谐振器，其中以SMD

石英晶体谐振器为主。报告期内，公司表面贴装式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SMD）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6,535.9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83.19%，较上年同期减少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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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87,012.27 363,278,187.71 -12.19% 369,797,36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94,391.32 23,356,931.14 -195.45% 28,747,92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355,424.97 17,348,230.82 -684.24% 26,631,58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80,634.73 106,199,258.97 -35.89% 48,621,13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140 -194.64% 0.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140 -194.64% 0.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3.46% -6.79% 4.3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92,175,976.08 1,113,849,324.45 -10.92% 875,071,6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6,339,223.02 683,681,840.34 -4.00% 667,897,2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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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21,246.58 82,959,483.62 84,550,310.91 71,355,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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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0,510.88 5,522,620.35 2,470,789.91 -32,668,3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3,158.44 3,218,870.45 401,271.65 -106,778,72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4,230.77 19,786,503.87 18,981,441.12 20,588,4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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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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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惠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5% 64,359,042 0 质押 58,860,000 

世锦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42% 14,167,188 0   

香港通盈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3% 9,477,185 0   

广东通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9% 6,875,036 0   

台湾晶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8% 6,692,736 0   

张毅 境内自然人 1.60% 2,700,000 0   

POP LASER 

INTERNATIO

NAL 

CO.,LIMITED 

境外法人 0.94% 1,586,621 0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0.89% 1,500,000 0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0.86% 1,4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1,11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香港通盈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陈俊岭为

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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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面临着近几年以来少有的严峻形势，经济增长率持续

在低位徘徊，PMI长期在枯荣线附近不见起色。2018年初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让以出口为主的国内中

小企业雪上加霜。电子元器件行业作为电子信息产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中所受影

响很大，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在复杂多变、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公司始

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客户至上、热情服务”的原则，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与服务的升级，积

极应对公司发展道路上各种风险与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98.70万元，其中：电子元器件实现营业收入27,995.91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16.57%；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902.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33%。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9.4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5.45%。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因宏

观经济环境的变化，2017年公司所收购的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所在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会

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10,423.06万元；2、根据收购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购买协

议》和对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预测，触发了资产购买协议中交易价格调整条款，需要下调交易

对价7,438.93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或有对价的相关要求，测算了业绩承诺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并做了

会计处理；3、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5G、物联网等新兴尚未发生形成规模等因素影响，报告期第

四季度开始，产品销量大幅萎缩。 

    （一）产品及行业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电子元器件实现营业收入27,995.9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87.77%；软件及信息技术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902.7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2.23%。公司主要产品为压电石英晶体谐振器，其中以

SMD石英晶体谐振器为主。报告期内，公司表面贴装式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SMD）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6,535.9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83.19%，较上年同期减少14.77%。 

     （二）销售市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积极维护现有国外市场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开拓。国内市场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10,256.7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32.15%，较上年同期上升5.49个百分点；来自境外的营业收入为

21,641.9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7.85%。 

    （三）技术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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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秉持科技创新为本的理念，持续研发新产品新工艺，增强公司的创新驱动力。报告期内，

公司为拓宽公司产品在新业态、新行业中的应用，公司聘请国外具有先进研发经验和专业学识的高级人才，

增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继续加强产品小型化、薄型化、高精度等方向的研究力度；实现了TCXO器件产

品的技术研发，向压电石英晶体产品全系列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在原来的通信

行业安防综合管理系统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还在通信光交接箱管理系统和智能门禁管理系统加强技术开

发，向通信以外行业应用方面发展。 

    （四）公司管理情况 

        公司着力引进具有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增强公司科学规范管理，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推行的6S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现场管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公司的运作

效率，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形象。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引入软件系统平台

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软硬结合，为进一步实施安排工业4.0自动化人机组合打好基础。 

       在人员管理方面，对公司下属机构和员工的招聘培训、绩效考评和激励工作已制度化、常态化。公

司为了提升持续发展永续经营理念，大力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同时注重选拔和培养内

部人才，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送知名高校深造，打造高素质高水平的生产经营管理团队，提升企业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各职能部门及管理人员的职责和考核指标，优化公司组织运营管理模式，提升

公司整体运营绩效。 

在内部控制方面，公司扎实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保障经营稳定的基础上，促进

公司管理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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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D 254,303,787.10 198,603,352.92 21.90% -18.32% -20.97%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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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9.4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5.45%。净利润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1、因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2017年公司所收购的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所在资产组

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10,423.06万元；2、根据收购广州创想云科

技有限公司的《资产购买协议》和对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预测，触发了资产购买协议中交易价

格调整条款，需要下调交易对价7,438.93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或有对价的相关要求，测算了业绩承

诺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并做了会计处理；3、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5G、物联网等新兴尚未发生形成

规模等因素影响，报告期第四季度开始，产品销量大幅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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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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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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

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

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报表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44,497,484.29 144,497,484.29 

应收票据 93,012.00 - -93,012.00 

应收账款 144,404,472.29 - -144,404,472.29 

其他应收款 1,364,334.18 2,009,685.33 645,351.15 

应收利息 645,351.15 - -645,351.15 

固定资产 460,201,049.37 460,201,049.37 - 

在建工程 11,376,970.63 11,376,970.63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40,809,209.18 40,809,209.18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40,809,209.18 - -40,809,209.18 

其他应付款 2,789,080.27 2,874,638.50 85,558.23 

应付利息 85,558.23 - -85,558.23 

管理费用 41,602,581.00 22,178,215.86 -19,424,365.14 

研发费用 - 19,424,365.14 19,424,3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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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