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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1                           证券简称：瑞丰光电                             公告编号：2016-046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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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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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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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828215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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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丰光电 股票代码 3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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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伟斌 刘雅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 28 号康佳研

发大厦 A 座 5C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

大厦 A 座 5C 

传真 0755-66821166 0755-66821166 

电话 0755-66831166 0755-66831166 

电子信箱 investor@refond.com  yafang.liu@refond.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从事LED封装技术的研发和LED封装产品制造、销售，提供从LED封装工艺结构设计、

光学设计、驱动设计、散热设计、LED器件封装、技术服务到标准光源模组集成的LED光源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是专业的LED

封装商、LED光源的系统集成商。 

主要产品为高端背光源LED器件及组件（中大尺寸液晶电视背光源、电脑背光源、手机背光源等）、照明用LED器件

及组件、显示用LED器件及组件等，广泛应用于液晶电视、电脑及手机、日用电子产品、城市亮化照明、室内照明、各类显

示屏、工业应用和汽车等。从封装结构来分，公司的产品全部为先进的SMD LED. 

2015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复苏之路崎岖艰辛，增长乏力，LED照明产品渗透率虽有提升，但LED照明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内破产倒闭、并购重组频发。在LED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LED封装大厂扩产步伐加快，造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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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剩。而供过于求的局面促使中国LED封装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国内封装企业产品价格近乎腰斩，国际LED封装大厂产

品价格亦下滑超过20%。 

 面对行业激烈的竞争，公司将采取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开发新产品、控制相关费用等措施，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战略布

局，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920,932,219.15 906,849,275.86 1.55% 681,984,21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98,655.61 23,833,768.99 39.29% 56,603,84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45,673.72 16,932,873.55 33.74% 48,260,25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6,421.87 151,774,321.85 -87.10% 133,469,27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3 0.1109 36.43% 0.2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3 0.1109 36.43% 0.2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3.91% 1.23% 9.9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184,466,507.49 1,244,151,931.41 -4.80% 912,772,44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7,656,235.07 639,737,939.40 2.80% 591,052,069.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9,256,377.53 273,323,551.71 229,375,915.52 228,976,37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7,700.37 13,110,085.59 5,967,302.53 5,573,56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37,295.83 10,655,218.92 1,880,001.09 2,673,1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17,565.94 27,205,669.83 6,057,404.21 22,230,913.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8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70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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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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伟斌 境内自然人 31.68% 69,142,402 51,856,801 质押 13,500,000 

东莞康佳电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1% 14,875,227 0   

金鹰基金－民

生银行－金鹰

温氏筠业灵活

配置 3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 7,925,882 0   

朱朝坤 境内自然人 2.57% 5,620,498 0   

林常 境内自然人 2.19% 4,789,024 0 质押 3,000,000 

霍少华 境内自然人 1.89% 4,125,8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1.50% 3,283,300 0   

庄雷 境内自然人 1.32% 2,874,46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主

题轮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0% 2,406,399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媒体互

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2,244,0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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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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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继续以照明LED和中大尺寸背光源LED为主导产品，照明LED销售收入为618,405,968.08元，同比增长

14.03%，中大尺寸背光源LED销售收入为285,079,774.01元，同比下降-11.11%。照明LED和中大尺寸背光源LED合计占主营

业务收入98.11%。 

 在照明LED方面：在白炽灯的进一步限制的环境下，虽然LED照明产品渗透率虽有提升，但LED照明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行业内破产倒闭、并购重组频发。在LED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LED封装企业扩产步伐加快，造成产能过剩。而供

过于求的局面促使中国LED封装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国内封装企业产品价格近乎腰斩，国际LED封装大厂产品价格亦下滑

超过20% 。 

 在中大尺寸背光源LED方面：2015年传统电视厂家销售整体呈现下滑，同时部分封装企业进入中大尺寸背光源LED领

域，加剧了市场竞争，公司为稳定市场份额，采取了较为积极主动的让利策略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0,932,219.15元，同比增长1.55%；净利润为33,276,718.94元，同比增长40.17%。基本每

股收益为0.1513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公司战略目标更加清晰 

 经多方论证，公司在LED主营业务上将主要以照明LED、中大尺寸LCD背光源LED、小尺寸背光源LED产品为主，汽

车电子、红外等产品为辅。 

 面对行业激烈的竞争，公司将采取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开发新产品、控制相关费用等措施，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战略布

局，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2）获得丰田合成白光专利授权 

 2015年1月15日公司与经日本丰田合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丰田合成”）授权的丰田合成光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

深圳签署了白光专利授权协议，瑞丰光电由此获得丰田合成在奥地利、日本、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包括台湾地区）、

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的白光专利授权。 

 该合作对公司进入日本、欧洲 、韩国、台湾等市场将有很大的帮助，有利于推进公司“大客户”战略和国际化进程。且

有助于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公司核心意见力，也满足了公司国内客户对专利的需求，增强了国内客户对公司产品的信心。   

 （3）收购玲涛光电，抢占小尺寸背光源LED市场  

 为快速切入手机、MP3、MP4、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市场，做大做强中小尺寸背光源LED市场，公司于 2014

年2月参股深圳市玲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份,。 

 2015年，公司完成了对深圳市玲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剩余85%股权的收购,同时引进了战略合作伙伴TCL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玲涛光电成为了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公司实验室获得CNAS实验室认可 

 2015年11月，公司获得了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以下简称“CNAS”）授予的实验室认可证书。实验室认可是

由CNAS对检测/核准实验室检查机构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作出正式承认的程序，CNAS认可的通过标志着公司实验中心在

LED可靠性、光电参数检测、失效分析等项目的检测技术能力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有助于提升公司在LED封装行

业的影响力及品牌认知度。 

 （5）加强研发投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始终以“完美、领先、快速”为质量方针，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为研发工作的导向，公司独创的研发三维立体

机制，不仅用于LED封装产品开发，更从LED封装材料和下游LED应用开发着手，为客户提供优质的LED光源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2015年公司研发投入40,327,929.86元，占销售收入的4.38%。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照明 LED 618,405,968.08 556,328,294.12 10.04% 14.03% 17.69% -2.79% 

中大尺寸背光源
LED 

285,079,774.01 210,018,989.31 26.33% -11.11% -14.8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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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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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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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通过新设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2015 年 3 月 6 日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 万元港币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

REFOND(HONG KONG)INVESTMENT DEVELOPMENT LIMITED，2015 年 4 月 3 日香港瑞丰完成注册登记，2015 年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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