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46                           证券简称：台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1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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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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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8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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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基股份 股票代码 3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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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进 钱璟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 162 号 

传真 0710-3500847 0710-3500847 

电话 0710-3506236 0710-350623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echsem.com.cn securities@techse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业情况 

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为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其功率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2016年6月通过全资收购北京彼岸春

天影视有限公司新增影视业务，形成“半导体+泛文化”双主业经营模式。公司于2016年7月完成了营业范围的变更，在原有营

业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文化项目投资与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创作”。 

（1）半导体业务 

公司半导体业务为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其功率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为功率晶闸管、整流管、电力

半导体模块等，广泛应用于工业电气控制和电源设备，包括金属熔炼、电机驱动、大功率电源、输变配电、轨道交通、电焊

机、新能源等行业和领域，公司产品销售采取直营销售和区域经销的模式，营销渠道稳定通畅。本报告期，由于电力电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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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需求低位平稳运行，公司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和调整销售策略，主导产品产销量、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泛文化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彼岸春天是互联网影视内容提供商，主要业务为影视制作（互联网影视开发与制作及院线电影开发与制

作）、商业定制业务、娱乐营销业务。目前影视制作业务以网络剧为主，销售模式主要为定制模式，即网络播映平台委托彼

岸春天拍摄其特定需求的网络剧，并以买断的形式获取网络剧的版权。本报告期，彼岸春天加大了对互联网影视开发制作方

面的投入，完成了多部网络影视作品的拍摄制作，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迅速。同时，彼岸春天在营销推广领域也取得了较好

的业绩，例如大奇幻时代、幻城、桃花源记等知名游戏的营销推广。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半导体行业情况 

我国功率半导体器件产业在国际市场占有显著地位，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功率半导体器件制造基地和消费市场。虽然

受行业周期性调整影响，但前景依然看好。从发展趋势看，整机系统的发展，节能环保的需求，带动了功率半导体器件产品

的需求增长和结构升级。但从技术水平看，国内功率半导体器件技术水平仍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厂商除少

数企业外，总体规模较小，缺乏技术力量，同时国际功率半导体器件企业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加剧了市场竞争。随着近年来

国内企业逐步掌握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产业化的设计、制造技术并实现批量生产，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产业化生产打破了国

外厂商的垄断地位，迫使国外厂商相应产品不断降价，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为国内功率半导体器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

有利条件。 

台基股份在电力电子行业---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细分领域的综合实力、器件产能和销售规模位居国内同业前列，产品应用

领域宽泛，品种规格齐全，具有产能交付和质量优势。公司在感应加热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在电机节能与控制领域占有一定

份额，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生产企业之一。2016年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发挥多重优势，保持了半导体业务的稳

健运行，功率半导体器件销量、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长。 

（2）泛文化行业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其中，电视剧、电

影等影视作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因此，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特别是最

近几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休闲娱乐方式的变化，各类文化创新产品应运而生，网络剧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剧

特别是网络剧未来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更加广阔。 

彼岸春天的核心业务是互联网影视制作，网络剧和网络大电影是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公司与国内主要视频平台保持长

期紧密合作关系，是爱奇艺的一级供应商，公司在媒体、影视行业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具有较好的市场运作能力，具有专门

的IP研发团队，积极储备和开发与互联网影视相关的精品IP，在影视制作、定制视频、娱乐营销等各个业务线都有较好的项

目储备，保障了公司未来的发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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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42,091,866.05 166,154,459.67 45.70% 221,713,22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43,465.71 28,735,996.20 34.13% 43,902,56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22,441.12 23,958,240.14 44.51% 39,202,36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49,737.89 28,433,505.11 115.41% 70,322,7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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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13 0.2023 34.11% 0.3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13 0.2023 34.11% 0.3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3.62% 上升 1.27 个百分点 5.3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51,359,063.55 832,431,276.35 26.30% 879,421,54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2,065,016.46 789,041,550.75 0.38% 817,137,5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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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1,684.28 50,768,427.62 78,851,250.95 77,370,50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7,707.32 4,531,634.88 17,795,715.47 10,488,40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46,239.06 2,897,605.13 9,706,816.03 16,971,78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72,852.77 9,790,464.14 15,991,856.26 21,194,5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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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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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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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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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02% 56,860,000 5,175,000   

富华远东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42% 9,1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9% 2,969,5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量化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7% 2,520,2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事件驱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7% 1,943,8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1,077,319    

王开湖 境内自然人 0.63% 900,000    

胡玉兰 境内自然人 0.54% 769,000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高德中彩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663,7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电子信息行

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57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1,077,319 股，为其旗下产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昊青价值稳

健 1 号投资基金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昊青价值稳健 1 号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为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邢雁、颜家圣、刘晓珊、吴拥军、徐遵立、林庆发、康进。上述股东中，

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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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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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影电视业 

2016年，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各级员工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初步完成了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在继续发展

半导体业务的同时，顺利切入蓬勃发展的泛文化领域，构建了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泛文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双主业经营模式，提

高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209.19万元，同比增长45.70%；利润总额4,547.20万元，同比增长38.2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854.35万元，同比增长34.13%；基本每股收益0.2713元，同比增长34.1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89%，同

比增长1.27个百分点。 

2、努力改善半导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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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行业功率半导体市场持续低位运行，公司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和调整销售策略，全年销售各类功率半导体器件

113.49万只（包括晶闸管、模块、芯片、组件、散热器等），同比增长15.46%，其中晶闸管销售43.41万只，同比增长14.93%；

模块销售58.73万只，同比增长19.54%。 

2016年，公司完善销售招标制和研发项目制，加大激励和考核力度，取得了较好的经营绩效。公司着力传统应用领域器

件的研发和销售，高功率感应加热领域订单增加明显，保持了公司在感应加热领域的领先地位；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推广，公

司高压产品在软启动领域得到客户广泛认可，器件销量增速加快；公司非对称结构器件及组件产品、焊接模块和IGBT产品

的推广，扩展了公司的产品线，为开发国内高端客户、重点工程、海外市场打下了基础。报告期公司加强体系建设，科学组

织生产，保障了产品交付和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同时加大货款清收力度，有效控制了经营风险。 

3、积极布局泛文化业务 

报告期，公司按照“转型发展，双业并举”的策略，积极布局泛文化业务，完成了对彼岸春天100%股权的收购，新增互

联网影视等文化板块业务，并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模式，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和优化，设立了半导体事业部、泛

文化事业部和资本运营部，引进了具有资本市场经验和泛文化领域的人才，推进公司并购重组和泛文化业务发展。 

彼岸春天拥有完整的互联网内容产业链，业务布局包括网络剧、商业定制剧、院线电影、定制视频、娱乐营销等。报告

期，彼岸春天发挥IP资源优势，独立和联合完成了《快递超人》、《人鱼传说》、《武林大会》、《极品男友》、《机器人

男友》等网络剧的制作和交付，联合投资的院线电影《秘果》已经开机，正在按计划拍摄。同时多项商业定制和娱乐营销产

品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4、稳健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期，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喜马投资、尚世影业、宋智荣、赵小

丁、韩雪、吴琳莉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润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邢雁控制的鼎泰恒达、

宏泰海容以及公司总经理袁雄控制的海德而立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于2016年9月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预案）》，于2016年9月20日根据深交所问询回复披

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预案）修订稿》。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及中介结

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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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闸管 129,728,943.04 50,594,753.57 39.00% 13.47% 12.36% -0.39% 

模块 52,679,455.86 9,225,114.36 17.51% 6.70% 46.18% 4.73% 

文化类作品 53,452,235.55 23,071,094.09 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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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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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209.19万元，同比增长45.70%，营业成本15,786.39万元，同比增长38.5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854.35万元，同比增长34.13%，主要是2016年6月公司完成对彼岸春天100%股权的收购，彼岸春天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其收入、成本、利润于2016年7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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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公司完成了对彼岸春天100%股权的收购，本报告期新增全资子公司彼岸春天，其收入、利润于2016年7月起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2016年8月子公司彼岸春天在霍尔果斯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彼岸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该公司本期

通过彼岸春天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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