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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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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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79714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3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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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固锝 股票代码 0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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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有西 李莎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电话 0512-68188888-2079 0512-68188888-2079 

电子信箱 y.x.teng@goodark.com sha.li@goodar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半导体整流器件芯片、功率二极管、整流桥和 IC 封装测试领域。公司已经拥

有从产品设计到最终产品研发、制造的整套解决方案。整流二极体全球第一梯队的公司的部分二极体出自

于苏州固锝公司的员工之手，在二极管制造方面公司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其芯片两千多种规格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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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公司手中。整流二极管销售额连续十多年居中国前列。 

公司在半导体整流器件二极管企业中具有从前端芯片的自主开发到后端成品的各种封装技术，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整流二极管、功率模块、整流二极管芯片、硅整流二极管、开关二

极管、稳压二极管、微型桥堆、军用熔断丝、光伏旁路模块、无引脚集成电路产品和分立器件产品等。共

有 50 多个系列、3000 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绿色照明、IT、家用电器以及大型设

备的电源装置等许多领域。设计、研发太阳能电池用银浆以及各种电子浆料，研发并规模化生产物联网领

域各种新型传感器。 

公司拥有 MEMS-CMOS 三维集成制造平台技术及八吋晶圆级封装技术从而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将公司

技术水平由目前的国内先进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遵循“半导体一站式超市”的经营模式，倡导“绿色经营”的发展理念，长期采取自主销售、代

理商销售和 OEM/ODM 的销售经营模式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高科技

及高附加价值产品，使公司产品技术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公司的太阳能正面银浆 2016 年已经实现年

出货量六十吨以上，年产能完成了扩产至 180 吨的工作，为成为行业领跑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行业发展情况 

请详见《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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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334,429.10 811,945,945.86 46.23% 922,113,19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09,678.07 22,833,754.70 396.68% 42,515,40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721,830.17 13,638,540.86 609.18% 35,209,86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066,530.48 81,559,031.88 107.29% 304,361,49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 0.031 403.23% 0.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 0.031 403.23% 0.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6% 1.79% 6.27% 3.3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756,030,794.81 1,489,615,267.08 17.88% 1,483,320,79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4,681,121.03 1,279,487,641.63 14.47% 1,271,718,1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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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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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50,379.31 304,652,328.22 320,906,694.86 333,425,02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77,237.77 38,447,761.02 28,177,782.09 33,606,89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98,658.93 37,106,261.76 24,660,151.13 23,856,75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27,285.59 29,428,390.71 48,724,398.55 25,486,4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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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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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通博电子

器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8% 249,577,429    

润福贸易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20% 45,110,660    

廖俊文 境内自然人 0.41% 2,979,400    

肖孟佳 境内自然人 0.36% 2,612,3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事

件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365,887    

岳妍 境内自然人 0.28% 2,026,096    

单光林 境内自然人 0.22% 1,584,200    

孙卫平 境内自然人 0.19% 1,367,600    

董有恒 境内自然人 0.18% 1,335,323    

邝天堂 境内自然人 0.17% 1,268,9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廖俊文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50,100 股；股东肖孟佳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2,312,300 股；股东岳妍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2,026,096 股；股东董有恒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335,323 股；股东邝天堂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112,96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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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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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对于公司，是创建幸福企业典范和探索中国式管理——“家文化”管理模式初步取得成果的一

年，更是为实现固锝愿景“用心将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全面推进的一年。 

公司在大家长吴念博董事长的引领下，紧紧围绕 2016 年的经营目标，一方面全体管理干部通过创建幸

福企业典范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学习、正己化人、言传身教带领公司全体家人，积聚能量、敬天爱人，

另一方面全面落实“支部建在连队，学堂建在班组”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幸福自然来：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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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334,429.10 元，同比增长 46.23%，实现营业利润 149,968,954.90 元，同比增长 670.33%,实现利润

总额 152,310,432.91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43.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09,678.07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96.6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56 元，同比增长 403.23%。母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20,891,583.39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0.69%；利润总额 121,702,719.56 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193.55%；净利润 107,488,988.76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0.07%。 

2016 年公司成功获批 10个资金项目。公司及各子公司共申请专利 22 项，其中国家专利 20 项（发明

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外观设计 2 项）、国际专利 2 项，累计拥有专利达 125 项。 

2016 年公司荣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江苏省质量信用 AA 级单位；有两

款新产品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授予公司“江苏省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公司被中国半导体行业协议评为“2016 年中国半导体行业功率器件十强企业”；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入选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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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 172,537,348.33 140,166,927.98 18.76% 18.40% 21.89% -2.33% 

分立器件 727,473,545.35 598,070,547.22 17.79% 22.27% 15.53% 4.80% 

太阳能电池银浆 284,937,042.86 215,675,066.29 24.31% 619.08% 540.26%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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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46.23%，主要是由于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太阳能银浆等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2、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7.40%，主要是由于销售大幅增加引起相应成本的增加，但幅度低于营业收入的增

长比例；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396.68%，主要是由于整体业绩持续呈增长态势，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向上，募投项目效益显现及汇兑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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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107.29%，主要是由于营业利润增加、销售货款的回笼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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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

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1,539,386.34元，调

减“管理费用”1,539,386.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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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月 10 日，苏州明皜与通博电子、怡和联创、天津泰达全资子公司新疆泰达新源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正式投资协议书。2016 年 1 月 15 日苏州明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苏州

明皜注册资本变为 4078.17 万人民币，其中苏州固锝占比由 94.44%变为 41.69%。由于在投资协议中约定，

增资完成后，苏州明皜将收购苏州固锝持有的明锐光电 100%股权，因此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苏州明皜

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与明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均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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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2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317.72 至 1581.26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17.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整体业绩呈稳步增长态势，子公司效益继续向好。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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