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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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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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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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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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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旭光股份 6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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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8-83967599 028-8396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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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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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713,709,492.99 1,693,283,722.19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31,469,479.84 1,027,050,529.46 0.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981,578.51 87,961,629.46 -124.99 

营业收入 582,586,865.79 477,133,792.48 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914,554.36 31,107,474.42 1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623,345.77 29,375,148.93 1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717 2.8517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84 0.0572 19.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84 0.0572 19.5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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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91 151,771,568 0 质押 47,000,000 

成都欣天颐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10 82,079,300 0 无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6 18,793,267 0 无   

匡俊富 境内自然人 0.41 2,255,100 0 未知   

黄长凤 境内自然人 0.35 1,878,000 0 未知   

高友志 境内自然人 0.23 1,260,000 0 未知   

叶小敏 境内自然人 0.20 1,106,200 0 未知   

王小明 境内自然人 0.20 1,103,808 0 未知   

辛英 境内自然人 0.20 1,101,670 0 未知   

孙琳 境内自然人 0.19 1,020,0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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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经营计划，以“拓市场、提业绩、强管理、

重落实”为上半年的重点，强化市场意识，创新营销策略，重点加大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市场推

广力度以及新领域、新客户的开发力度，积极抢占市场份额，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突显技术引领，

实现降本增效，持续优化产品结构，聚焦产品提升，强化公司运营管理，以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

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能力。通过一系列工作的有效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协调发展，整体运

营情况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258.69 万元，同比增长 22.1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91.46 万元，同比增长 15.45%。其中，储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6,147.49 万元，

同比增长 35.16%，实现净利润 1,052.04 万元，同比增长 222.58%。 

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情况: 

1、持续巩固传统业务优势地位，传统业务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巩固传统业务优势地位，坚持“深耕大客户、稳抓中客户、挖掘小客户”

的营销策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增强新产品开发力度，积极抢占市场份额，在市场预期趋弱的

背景下，传统业务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上半年传统业务（开关管、电子管、断路器、开关柜）

实现收入 32,768.22 万元，同比增长 15.51 %，其中销售开关管 33 万只，同比增加 16.8 %。在国

际市场方面，公司克服了整体国际经济形势与贸易形势急剧动荡的不利影响，产品出口保持了基

本稳定，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市场的布局和推进，在出口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上取

得了新进展。 

拓市场、调结构，提效率，保质量，降成本、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细分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技术提升力度，持续推进生产

智能化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提升经营管理与决策水平，采取综合措施降低成本，优化生产计

划模式，着力加强生产履约能力建设。从采购保障、动力能源供给、设备利用率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缩短制造流程等方面，加强履约的柔性化管理和快速响应能力，使整体供应链高效衔接，

交付能力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度生产开关管 40万只，同比增长 30%，产供销的配套优势和市场竞

争力已逐步显现。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一方面陆续建立重大科研项目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新

组建了研发部，以进一步拓展产品门类。新产品方面，由新成立法瑞克电气公司承接的张北 535kV

柔性直流工程研制的快速隔离开关，已经全部完成试验验证，并已开始陆续交付客户现场安装使

用，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60.34万元。真空灭弧室方面，开关管事业部已立项开发满足柱上一

二次融合技术要求的固封极柱产品。电子管方面，发射管事业部今年开展了用于可控核聚变工程

的大功率发射管的科研试制工作，正在加快构建超大功率发射管生产线，拓展其在医疗、科研、

新型能源方面的应用，为发展提供了后劲。 

4、继续做大做强光通讯业务板块，光电器件产品实现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通讯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公司下属子公司储翰科技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导向，以“持续创新”为竞争手段，以“产业链纵向

整合”为发展方向，加快核心器件国产化替代，快速新产品开发速度，提供定制化的产品解决方

案，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提高交付能力，全面提升储翰科技在行业的竞争力，储翰科技在

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产品结构转型、核心器件国产化替代、全面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明

显的进步，储翰科技经营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26,147.49 万元，同比增长

35.16%，实现净利润 1,052.04 万元，同比增长 222.5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储翰科技光模块产品

进入规模交货阶段，其中光模块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超过 362.04%。 

5、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在第六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九届第十次董事会，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缴款、验资工作已完成，公司正在准备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开户、过户事宜。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的实施，建立、健全了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实现

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启动收购储翰科技的少数股东权益工作，进入战略发展新阶段。 

报告期内，为稳固储翰科技现有产品的优势地位，加大公司光通讯行业领域的投资力度，公

司于 2019 年 6 月启动了收购储翰科技的少数股东权益工作，并在第九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拟向王勇、王雅涛、冀明等其余储翰科技少数股东以发行普通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储翰科技不超过 67.45%的股权，其中以发行普

通股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0%，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50%，以现金的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30%。本次交易完成后，储翰科技少数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及净利润将全部计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从而提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规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近年颁布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  

1、《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2、《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卫东  

2019 年 8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