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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52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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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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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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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 股票代码 00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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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德 朱瑶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 1061号茂硕科技园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 1061 号茂硕科技园 

电话 0755-27659888 0755-27659888 

电子信箱 GYD@mosopower.com yaoyao.zhu@mosopowe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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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7,746,549.16 627,135,029.84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68,318.87 2,354,383.45 60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70,152.01 -4,310,242.20 3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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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764,727.73 -44,220,902.21 -3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0086 602.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0086 60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0.28% 2.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07,694,937.72 1,704,948,943.24 -1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1,889,991.91 555,321,673.04 2.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5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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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德 境内自然人 30.64% 84,047,547 63,035,660 质押 84,000,000 

深圳德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11,639,653 0   

方笑求 境内自然人 2.51% 6,890,203 5,882,402 质押 6,890,000 

蓝顺明 境内自然人 2.31% 6,324,804 0 质押 6,002,000 

王炬 境内自然人 1.63% 4,483,373 0   

曹国熊 境内自然人 1.14% 3,116,650 0   

顾伟 境内自然人 1.02% 2,800,096 0   

黄德刚 境内自然人 0.70% 1,918,452 0   

冯建霖 境内自然人 0.66% 1,808,234 0   

宗佩民 境内自然人 0.66% 1,800,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顾永德先生直接持有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0%，为茂硕电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方笑求先生与蓝顺明女士为配偶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顾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9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96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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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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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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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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呈现总体放缓态势，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稳中求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深耕主营业务，坚持“创新技术，产品为王”的产品策略，以“产品平台、

交付平台、销售平台”的“铁三角”团队来全力服务VIP客户，争取开发更多客户的市场份额，同时借助“茂硕”的平台资源，始

终瞄准全球市场，聚焦“渠道+大客户”的战略布局，积极研发及开辟新产品线，争取深度挖掘更多有潜力的细分市场。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形势，公司进一步深化经营体制改革，优化激励机制，同时，提升内部

成本管控，充分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资源整合功能，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优化产品结构，梳理客户结构，积极拓展利润渠道；

公司主营业务营收较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总收入5.38亿元，同比下降14.25%；营业利润0.17亿元，同比上升1142.74%；利润总额0.17亿元，

同比上升716.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17亿元，同比上升603.72%。 

1、消费电子电源板块： 

报告期内，SPS销售收入3.26亿，较去年同期下降9.70%；销售毛利率17.01%，较去年同期的9.01%上升8.00%。 

公司的传统中小功率电源产品（适配器、充电器）从定制品向标准品、衍生品归集，特定领域大功率电源产品（激光电

源、数字化集成电源）通过引入高技术人才完成各类目标新应用领域产品的技术预研。公司已完成了多个系列标准品电源（中

小功率）定义，着力推广公司标准品；完成了50款电源的安规认证取证工作。扩充大功率产品研发技术人员，应用技术上从

传统的SSR、PSR方案提升到PFC+LLC、ZVS移向全桥、交错并联PFC等新兴前卫技术。产品应用领域也由传统的机顶盒、

网通、安防、医疗等领域增加了激光投影仪、激光设备、微波设备、通讯、工业控制等领域，使得公司产品更多元化，涉及

面更广泛。 

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与研发水平，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

在稳固现有国际大客户的同时，不断提升客户服务质量。 

2、LED电源板块 

报告期内，LED销售收入1.87亿，较去年同期下降1.34%；销售毛利率24.44%，较去年同期的25.65%下降1.21%。 

公司LED电源板块以大功率驱动电源为主，产品应用领域主要涵盖了工业照明、道路照明、景观照明、轨道交通照明、

显示屏照明、植物照明等领域，公司提出“通用市场保份额，细分市场要利润”的思路，深度挖掘有潜力的细分市场，如城市

轨道交通公共照明；坚持多元化发展，除以道路照明为主外，兼顾工业、景观、室内商照&家居照明，同时根据市场发展需

求，拓展了LED显示屏及植物照明等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推出了以X6为代表的新一代平台产品，同时，在工业照明领域，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非隔离式的工业照明驱

动电源MTN、STN、RTN三个系列新品，在显示屏照明、植物照明领域也有部分产品推出；其中X6系列产品的应用技术也

得到进一步突破，首次综合应用了离线式编程、“黑匣子”功能、OTP过温点设置、一键编程、高等级防雷、接口复用、恒功

率设计、可视化智能编程等多种技术,形成多功能、智能化的LED驱动产品；MTN、STN、RTN三个系列的产品采用了梯队

建设思路，高、中、低三种配置，可以分别满足客户现在和将来产品升级的期望，在技术应用层面，采用数字编程技术，可

离线编程，大大提升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给客户在使用上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在结构上通过工业创新、形成专利，大大提

升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深度和智能技术结合，积极参与前沿技术的研究，配合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主导的行业标准研究，

参与制定了《基于NB-IoT技术的道路照明控制终端接口要求》、《景观照明用LED驱动电源通用技术规范》等标准，并基

于NB-IOT技术开发了一体化的智能电源，2019年5月1日实施的《风光互补路灯装置》（标准号：JG/T 547-2018）标准，茂

硕主导编制了关于驱动控制部分，提升公司在智能物联网领域的影响力。 

未来公司将以智慧家居照明及智慧城市建设为大背景，以5G技术、AI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为基础，持续加大在智能产品

的研究与开发，提升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与赢利能力。 

公司在稳固现有客户的同时持续推进公司品牌推广与渠道建设，经全面认真的市场调研制定精准的广告投放策略及量身

制定活动推广方案，坚持“巩固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市场营销策略，通过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与召开新产品发布会/

推介会全面地展示公司产品与形象，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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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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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编制2019上半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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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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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

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对 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

整具体如下：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根据财政部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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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下发的《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

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11,000,000.00 11,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35,433,191.17 1,046,433,191.17 11,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265,120.84 0.00 -27,265,120.8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16,265,120.84 16,265,120.84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9,515,752.07 658,515,752.07 -11,0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根据财政部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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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下发的《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

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11,000,000.00 11,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675,919,164.18 686,919,164.18 11,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184,007.00 0.00 -27,184,007.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16,184,007.00 16,184,007.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17,989,994.54 706,989,994.54 -1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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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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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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顾永德（签章）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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