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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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日电子 600203 ST福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政声 吴智飞 

电话 0591-83315984 0591-83318998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

务中心2号楼13层 

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

务中心2号楼12层证券与投资

者关系管理部 

电子信箱 xuzs@furielec.com wuzf@furiel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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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7,717,189.23 7,635,496,394.11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01,166,437.16 2,052,298,145.24 2.3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8,474,303.51 -424,041,997.37  

营业收入 5,753,183,817.09 4,378,096,649.65 3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392,506.27 27,994,139.58 7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748,483.17 -14,577,10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8 1.37 增加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82 0.0613 7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82 0.0613 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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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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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5 94,234,189 0 无 0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9.57 43,677,021 0 无 0 

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6 22,179,487 0 未知   

夏剑锋 境内自然人 2.99 13,668,442 0 未知   

胡红湘 境内自然人 2.54 11,593,823 0 未知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永

智 1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4 11,593,823 0 未知   

霍保庄 境内自然人 2.40 10,946,104 2,895,026 未知   

王清云 境内自然人 2.38 10,842,508 4,246,452 未知   

福州兴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4,536,713 0 未知   

陈景庚 境内自然人 0.91 4,136,61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属

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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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福日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福日 01 143546 2018.4.9 2021.4.9 10,000 6.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0.92 72.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70 2.2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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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以“强主业、增效益、促提升”为年度经营方针，坚持内生式增长，持

续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7.53 亿元，同比增长 31.41%，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939.25 万元。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重点如下： 

   （一）继续强化通讯及 LED 产业发展 

1、中诺通讯 

   （1）持续投入研发新产品 

中诺通讯继续加大核心领域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效率，降低单位研发成本，持续为客户提供

高效率低成本的优质 ODM 服务，进一步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2）继续优化客户结构 

在保证老客户需求的前提下，继续攻坚国内外大客户，促使公司业务结构更加合理；紧紧抓

住大中华区、南亚次大陆和南北美洲三大核心市场，始终坚持与大品牌商、大运营商形成长期互

利合作关系，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 

   （3）提高自有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自动化改造，提升现有产能利用率，并取得明显效果。 

   （4）提升生产及管理水平 

积极推进精益革新方案，进一步降低客诉和不良率，缩短收账周期，减少超期任务令，提高

故障品的处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利润率。推进内部业务整合，加大 ERP

方面投入，优化流程、提升信息处理及时性、准确性，提升内部运营效率。 

2、源磊科技 

源磊科技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在整体 LED 封装行业价格下滑的情况下，2019 年上半年总出

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以上；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海外市场出货量，较 2018 年同期增

加 100%以上。 

   （二）深化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及福建省国资委推进“双百行动”相关工作安排，公司大力推进“双百行

动”综合改革方案实施，以“五突破、一加强”为核心开展改革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福建

省国资委评为国企改革 A 级单位。 

   （三）加强风险防控，提升企业效益 

一是要求各成员企业加强风险防控意识，定期开展风险防控培训；二是规范决策程序,严格按

照“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规范经营管理授权；三是完善合同协议,规范合同审查程序、

标准，推行合同示范文本；四是不断深化对客户及供应商诚信、履约、质量等状况的了解和项目

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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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

（财会[2017]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工具转移>的通知》（财会

[2017]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

号）的规定，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23 号——金融工具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对金融工具进行重新分类和计量。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项目按公允价值转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相应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其他综合收

益”账面价值，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后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调整-126.01 万元,财务报表净资产总额调整-126.01万元，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无重大影响。首日执行新准则和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年期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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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分拆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将“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分拆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本公司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期

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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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