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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2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2019-039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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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光电 股票代码 3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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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竝 梁冰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
二区第八栋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
二区第八栋 

电话 0755-8613 7035 0755-8613 7035 

电子信箱 ledman@ledman.cn ledman@ledman.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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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954,988.07 347,797,835.52 2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44,099.81 11,671,332.47 6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3,361,214.91 4,851,302.57 1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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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148,548.65 -35,160,175.60 18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07%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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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481,362.96 1,364,991,543.07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3,234,713.22 1,032,732,414.32 1.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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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漫铁 境内自然人 19.93% 69,649,509 58,066,823 质押 62,730,000 

王丽珊 境内自然人 13.55% 47,368,000 35,526,000 质押 42,200,000 

乌鲁木齐杰得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2% 40,275,000 0 质押 23,530,000 

华视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 17,085,100 17,085,100 质押 17,085,100 

李琛 境内自然人 2.01% 7,036,491 5,277,368   

李跃宗 境外法人 1.61% 5,612,000 4,209,000 质押 5,612,000 

乌鲁木齐希旭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5,532,500 0   

王小兰 境内自然人 1.20% 4,21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3,535,633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3,241,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李漫铁、王丽珊、李跃宗和李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杰得投资和希旭投
资为前述股东控股企业；其中，李跃宗与王丽珊系夫妻关系，李漫铁系李跃宗、王丽珊

之子，李琛系李跃宗、王丽珊之女，为一致行动人，杰得投资为李漫铁及李跃宗控股企

业，希旭投资为王丽珊控股企业，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无法判断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乌鲁木齐杰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000,000 股。公司股东王小兰通过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21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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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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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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ED 产业链相关业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954,988.0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5%；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8,744,099.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0.60%。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聚焦高科技LED主业，持续加大自主

创新的基于COB封装技术的Micro LED显示产品研发生产与市场推广，不断加强LED应用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开拓，公司整体

销售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公司推进成本费用管控，综合毛利率略有提升，实现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

况如下： 

1、LED显示及照明产品齐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将证券简称由原“雷曼股份”变更为“雷曼光电”，坚定实行聚焦高科技LED主业的发展战略，在深化产

品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强化销售团队和销售渠道建设，加大LED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纵深拓展，提升市场

占有份额，LED主业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LED显示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09,170,656.36元，同比增长39.76%。公司在巩固现有海外主要市场，增强

与老客户粘性的同时，持续开发新客户与新市场，加大对欧洲及亚太市场的销售市场资源投入，针对性增加这些区域的展会，

线上销售拓展投入及扩充销售队伍；加强对细分市场机会的分析及定位，选定增速高增长大的细分市场精耕细作。针对国内

市场，公司敏捷捕捉市场增长点，积极布局建立目前专业市场以外的商业显示、民用显示消费市场，加快LED常规显示及

COB显示产品的国内业务发展，持续优化国内显示产品销售梯队建设，依据区域+行业+大客户的市场销售策略，加快渠道

网络建设。快速建立经济发达的省级战略合作伙伴，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科彤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成立华南运营中心，

公司全面改革，加强渠道下沉；并加速军工，公安，电力，交通、安防等行业合作伙伴开发，报告期内公司携COB显示产

品参加了包括西安安防展、福州高教会、贵阳数博会等多个地区行业展会，为西部创新、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大数据可视化、

教育现代化等提供了行业解决方案。今年7月，公司还与中国航天基金会战略签约，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秉承“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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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精神”与中国航天基金会就共建实验室、技术攻关项目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助力建设航天强国，引领中国智造走向世界。

目前雷曼COB微间距产品在安防、广电、教育、公共交通、军事指挥等领域已打造多个经典案例。 

报告期内，公司LED照明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13,795,861.15元，同比增长26.36%。拓享科技在巩固北美市场外持续开拓

欧洲、澳洲等其他海外市场；同时加大国内工程项目的投入及市场的开发力度，工程项目专注于轨道交通，教育照明工程，

并逐步开展景观亮化工程方面的调研，市场考察，为未来新增项目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高端会议显示系统案例                         雷曼LED球场屏助力“非洲杯”足球赛 

2、推进技术与产品创新，完善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基于COB封装技术的Micro LED高清显示屏产品的研发投入及深度开发，并不断优化提升产品

方案结构。基于对封装技术十几年的长期投入与积累，公司COB微显示技术获得了约30项的技术专利。对于一些COB微显

示的核心原物料，例如特种封装胶等，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所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获得了重要核

心原物料的知识产权，具备强大的专利池和技术壁垒。同时通过加强研发与生产的衔接，双方向推动产品设计的改良及生产

工艺的提升和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稳定性。在产品结构方面，公司重点构建差异化明星主力产品，并增加标准产品，

逐步补齐产品规格，完善产品生态链，建立行业显示解决方案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2018年推出并量产P1.9、P1.5、P1.2

等COB小间距显示产品，推出了最新的点间距为P0.9的COB微间距产品并实现了量产，并于7月份推出了全球首款324吋8K 

Micro LED高清显示屏，可以实现各种尺寸的无缝拼接，屏身纤薄，并具有高防护性、高可靠性、高对比度、低能耗、广色

域等优点，可以和5G技术相适配，既可以获得5G的快速传输，也可以在5G的作用下，将8K的超高清画质发挥出来，能够广

泛应用于专业显示、商业显示、民用显示领域的超高清智慧显示。 

LED照明产品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拓享科技在巩固提升工矿灯等主要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针对区间照明项目，

增加CCCF消防类认证产品种类开发；针对教育照明板块，完成基础教室照明、黑板灯、多媒体/录播室、功能室灯以及护目

台灯相关产品开发、认证、资质、专利等工作；由拓享自主研发的教育灯系列针对教室各区域光亮程度的不同需求采用更适

合青少年的用光环境，为他们提供明亮舒适的学习场所。  

 

雷曼324吋 8K Micro LED超大高清显示屏                   雷曼110吋 COB超级影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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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延拓展照明亮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深圳雷曼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其中公司持股51%，

创先照明持股49%。创先照明是一家集照明科研、产品开发、灯光艺术环境规划与设计、工程实施及产品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照明公司；是国内照明专业公司中首家荣获《城市及道路工程专业承包一级》以及《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两项资质的企

业。公司与其合作旨在整合优势资源开展照明亮化工程项目，并与公司集团及子公司LED应用业务交叉协同，全面延伸覆盖

产业生态链，扩大业务规模，加快公司LED业务的发展。 

4、深化公司变革，落实战略解码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变革战略解码会议，向各部门贯彻公司战略解码，全面落实战略执行评估，通过雷曼大学赋能组

织战斗力和干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流程运作能力和响应速度。并向公司全员宣导奋斗者文化，构建以奋斗者为本的人力资

源政策以及配套措施，鼓励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为实现公司的腾飞作出贡献。同时加强集团

化管理与整合资源，建立全面利润中心管理，实现公司业务及财务一体化的目标，各业务板块和经营单位实现战略协同，用

显微镜破解经营中的拦路虎，用望远镜抓住大颗粒战略机会点，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控制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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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初减少199,169,871.84元人民币，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初增加199,169,871.84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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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深圳雷曼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5月 2,040,000.00 51% 

 

注：根据深圳雷曼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雷曼创先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204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51%，深圳市创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9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截至2019 年 06 月 30 日，公司缴纳出资额204万

元。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漫铁 

201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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