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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9-05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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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 股票代码 00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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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伟 李锐豪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青皇工业区葵

青路 17 号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青皇工业区葵

青路 17 号 

电话 0769-87892475 0769-87892475 

电子信箱 David.Huang@luxshare-ict.com Ray.Li@luxshare-i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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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0,739,019.87 12,025,732,572.26 7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1,538,958.84 825,827,923.49 8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24,437,647.93 761,714,876.00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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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88,400,473.33 2,142,338,228.12 9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4% 6.19%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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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0,662,450.89 36,441,441,236.44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65,109,578.09 15,497,944,981.18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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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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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11% 1,856,093,785 0 质押 1,066,57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1% 197,717,082 0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博远鸿

诚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4% 104,428,64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9% 57,151,57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1% 49,959,034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04% 42,820,332 0   

昌硕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32,406,57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中国

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6% 31,101,032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华沪港

深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5% 30,713,5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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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泽三年

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25,682,2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立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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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前瞻布局与高效执行力 

     不可否认，公司从事的行业和市场面临着众多挑战：智能手机从成长期到现在的存量竞争、通讯产业技术升级对公司提

出的更高技术门槛要求、新形态下汽车产业供应链的跨界竞争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的阴晴不定等。面对众多挑战，近年来，公

司仍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公司今天的成长，主要在于核心管理层短、中、长期的规划布局（有的提前几年，部分产

业甚至提前十几年），而非依赖公司在挑战来临时的危机处理能力。公司核心管理层对于市场长期发展趋势的机会和危机分

析判断、核心团队协作和使命必达的精神使新市场/新客户/新产品发展目标得到完美实现、公司在智能自动化制造和数字化

管理方面的持续优化确保了企业在与时俱进的同时，经营获利能力也获得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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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阴影下，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的经商环境是相对挑战的，企业长久竞争力的关键还是在于对产

品技术的深度扎根。在大环境存在挑战时，保持自身相对优势非常重要。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公司始终以正常的产业景气循

环正面应对，配套的投入和布局也均已提前准备。从产品形态角度来看，公司主要为零组件和模组产品，后端对应境内系统

组装厂，并由其完成产品组装后出货，因此，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公司直接影响有限。从中长期来看，公司需要与客

户进行充分沟通，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全球产能布局与规划。 

 

     2、坚持投资未来 

     此外，公司高度重视在底层材料及创新生产技术的长期耕耘，包括材料、设备及应用。公司与核心客户共同建立了数间

先进技术开发实验室，主要开发研究点胶、AOI外观检查及焊接等最前沿技术。公司正逐渐成为引领精密制造行业前进的全

球标竿企业。除了在底层材料与创新技术的投入外，公司还涉及围绕新产品、新领域及产品迭代的研发投入，在投资未来的

同时，也会兼顾产品毛利率与对应的资本支出投资回报率。 

     在未来5G与AI技术进步的推动下，IoT设备的发展预计将百花齐放，相关零部件及成品的机会也将会属于在消费电子行

业高度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厂家；从产品技术的角度看，通讯产业的发展轨迹将与消费电子产业类似，硬件将向集成化、

微小化发展。在4G走向5G的技术变革中，基站向多端口、多波数趋势发展，小型化对精密制造的要求不断提高；汽车行业

未来将向四大技术变革方向推进：智能驾驶、车联网、电动车与共享出行。面对这样的技术大趋势，公司目前从零件、模块

到系统方案均已完成整体发展框架的搭建并已实现核心产品的布局。 

     基于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布局，历年来，公司研发投入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49.89亿元，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15.7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21%。 

 

     3、财务指标持续优化 

     公司坚持按照年初设定目标，高度重视投资回报，持续优化ROE等经营性指标，透过对整体财务管理体制的改善以及管

控营运费用等方式降费增效，具体措施包括持续加强内部账期和库存管理、持续提升自动化和IT系统能力等。报告期末，公

司应收账款余额为88.71亿元，较上年期末减少20.30%。应收帐款周转天数为84天，较去年同期减少10天。针对固定资产，

公司一方面严格管控各项资本支出投入，一方面充分发挥已投入设备使用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周转率为3.36次，

较上年同期增长0.54次；存货周转天数为55天，较去年同期减少13天；营运费用率为10.69%，较去年同期下降1.52%。此外，

随着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快速增长、应收账款账期的不断优化以及增值税税费返还的及时，报告期内，公司ROE为9.24%，

较去年同期上升3.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8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5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4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29%；实现利润总额18.1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82%。同时，去年上半年受较多新品投产影响，业绩成长幅度

相对较小，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成长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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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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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多项会计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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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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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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及孙公司为立讯精密工业（西安）有限公司、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立讯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LUXSHARE INDIA PRIVATE LIMITED，本公司新增四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来春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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