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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7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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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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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宗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泉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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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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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晶科技 股票代码 0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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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德全 薛汉锋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

件园 F 区 9 号楼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

件园 F 区 9 号楼 

电话 0591-83770347 0591-83719323 

电子信箱 caidequan@castech.com securities@cas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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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40,350.69 256,300,441.25 2.71%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394,569.92 82,739,934.78 -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037,205.87 82,261,943.56 -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913,947.89 49,123,438.80 11.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7 0.1935 -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7 0.1935 -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4% 10.28%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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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410,366.97 994,553,932.77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1,306,062.54 877,661,492.62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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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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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国有法人 25.26% 108,005,47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5,608,500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74% 3,165,597 2,374,198   

谢发利 境内自然人 0.65% 2,765,226 2,073,919   

吴凡 境内自然人 0.40% 1,708,550    

李宏倍 境内自然人 0.38% 1,613,900    

陈安之 境内自然人 0.30% 1,261,78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26% 1,092,857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4% 1,025,693    

王如珍 境内自然人 0.22% 92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公司控股股东，陈辉为公

司董事长，谢发利为公司副董事长；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苑晓亮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62875 股，股东高江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51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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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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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9 年上半年，美中贸易摩擦悬而未决，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

领导下，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带领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紧跟市场变化的节奏，

推进研发和生产工作，在行业发展总体放缓的大环境下，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基本达成年

初制定的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受 3C 消费电子市场下降、制造业疲软等因素的影响，紫外激

光器的市场需求出现回落，晶体和激光光学需求相应减少，公司非线性光学晶体元器件和激

光晶体元器件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1.68%和 2.05%。精密光学业务方面，公司加大

通讯领域光学元件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扩充产能配置，取得积极的成效，精密光学元件业务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0.21%，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晶体业务下滑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冲击。

激光器件业务方面，加强研发投入，一方面着力提升隔离器等现有产品的性能指标、降低生

产成本，在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不稳定的环境下，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声光、

磁光等新型器件，丰富产品结构，激光器件业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25%。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324.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1%；实现营业利润

9,213.3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39.4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7.67%。综合毛利率为 56.81%，比上年同期下降 2.4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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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

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

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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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

列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2）调整

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

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3）

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且计

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

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4）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

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

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

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衡”机制。（6）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列报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依据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规定，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过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

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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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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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福建睿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5 月工商注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未实际收到资本金，未开始生产经营活动，2019 年度收到资本金并开始生产经营活

动，经营范围为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技术推广服务、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

产品制造、其他未列明的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其他未列明的电子器件制造、光学仪器制造

及光学玻璃制造。新设子公司福建睿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纳入 2019 年 6月 30 日合并范围。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辉 

2019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