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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4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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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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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106,42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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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创电子 股票代码 0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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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倬桢 兰日明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电话 0791-88161608 0791-88161608 

电子信箱 hzz@lcetron.com lrm@lcetr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运动相机、智能驾驶、VR/AR等移动智能终端及可

穿戴装备配套的光学镜头、镜片、摄像头模组及触控显示一体化等关键光学、光电子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江西省电子信

息重点企业和南昌市重点企业，南昌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专利运营试点制造业企业。 

1、光学产业 

报告期，公司的高清广角镜头在美国G公司全球发布运动相机和无人机新产品中，搭载的均是公司生产的高清广角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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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公司运动相机镜头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公司车载镜头获得国际知名公司特斯拉的认证通过，韩国三星外

挂手机镜头的配套出货，欧美顶级VR/AR用户镜头、镜片的采用，不断拓展了公司光学镜头的应用领域。在手机镜头领域，

5M、8M已经量产并进入市场，13M已研发完成；5M、8M像素手机摄像模组研发完成，并具备批量生产能力；3D曲面屏盖

板玻璃已完成研发并初步具备量产能力。报告期，公司的手机镜头研发、模具的开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保证产品质量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触控显示产业 

报告期，面对触控显示行业的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严峻形势，公司紧紧围绕京东方集团的战略布局开展深入合作，扩充液

晶显示模组产能，压缩触摸屏产能，全面服务京东方集团。公司管理日益精细化，发展步伐日益稳健。2016年12月28日，公

司计划总投资9.8亿元设立的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限公司暨新建年产8000万片新型触控显示一体化产品产业化项目破土动

工。该项目的投产，将全方位适应客户的新要求、新趋势，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集成电路产业 

报告期，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了总认缴总额为5亿元的江西省集成电路产业基金，通过产业基金投

资1亿元并购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占其15.43%的股份。通过产业基金与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在南昌

合资设立了江西联智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顺利承接了韩国集成电路模拟芯片产业的转移，延伸了产业链，布局和培育了公司

新的产业板块和未来新的增长极。报告期，公司新增了集成电路贸易业务，积极探索集成电路芯片在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汽

车和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了公司业务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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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971,514,746.

83 

1,423,326,736.

36 

1,423,326,736.

36 
108.77% 

1,457,076,600.

83 

1,457,076,600.

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0,479,451.51 161,898,507.39 162,504,743.67 29.52% 140,322,468.94 139,441,3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032,732.50 143,265,151.86 143,871,388.14 22.35% 135,771,196.59 134,890,06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1,894,032.38 5,643,203.04 5,643,203.04 2,591.63% 6,897,854.41 6,897,85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5 0.45 -20.00% 0.4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5 0.45 -20.00% 0.45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4% 17.44% 17.51% -3.57% 20.03% 19.9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865,462,957.

82 

2,866,084,113.

95 

2,861,165,700.

95 
35.10% 

2,003,072,831.

67 

1,997,548,182.

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05,914,272.

36 

1,416,162,639.

56 

1,411,244,226.

56 
13.79% 766,267,169.53 760,742,520.2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联营企业联创宏声 2016 年进行股份改制审计，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5 月 20

日对其联营公司 2015 年度及以前年度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天衡审字（2016）01659 号审计报告，与南昌靖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3 月 11 日出具 2015 年度审计报告赣洪靖远审字【2016】第 15 号差异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

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4,972,184.35 元，其中调整减少对联创宏声长期股权投资 4,918,413.00 元，调减法定盈余公积金

491,841.30 元，未分配利润-4,426,571.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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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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398,785.23 480,829,450.08 831,013,944.15 1,390,272,56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7,668.52 59,885,104.96 63,648,431.30 77,588,24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0,603.55 51,857,789.21 57,220,209.10 62,694,13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8,541.90 -186,430,988.69 203,251.41 336,753,2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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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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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81% 80,414,407 80,414,407 质押 13,200,000 

江西鑫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0% 67,535,388 67,535,388 质押 47,750,000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29,105,276 0   

福州豪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1% 26,834,619 0 质押 15,950,000 

英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9% 13,924,050 13,924,050 质押 12,269,900 

万年县吉融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13,071,895 13,071,895   

北京泓创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11,628,333 0   

天津硅谷天堂

鸿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11,500,551 0   

共青城海程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4% 8,944,873 0 质押 4,700,000 

南昌鑫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8,050,382 0  7,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冠国际有限公司与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江西鑫盛投资有限

公司与万年县吉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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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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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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公司成功借壳上市规范运作的第一年。报告期，在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

下，在管理层的坚强领导下，公司上下紧紧围绕着光学和触控两大核心产业，加大投入，强化管理、产品制造业务均有较大

的增长，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8.77%，实现净利润2.1亿元，比上年增长29.52%。报告期，公

司主要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加强规范运作 

2016年是公司成功借壳上市的第一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加快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经营理念的转变。一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和权利制衡机制，完善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健全和完善公司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进一步规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依法依规运作，做到诚实守信。二是调整和完善了公司组织结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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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机构，高效运作。机构调整后，股份公司以管理、投资、资本运营为主，设立了财务管理部、审计部、投资发展部、证券

部、行政管理部和基建动力部等部门，进一步提升了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二、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报告期，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大华思远（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自我评价进行诊断，并编写了《诊断报告》，制定《内部控制手册》，编制《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公司内部也建立了包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内的十项内控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

的内部控制体系。二是加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学习。2016年，按照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宁波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上述监管部门组织的六场

培训班的学习，增强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意识。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重点是提升中高层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凝聚力。 

三、完成募投项目建设并投产，加快光学产业的发展 

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投入的年产6000万颗高像素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已经基本建成并投产，形成了月产500万颗5M、

8M手机镜头的生产能力，实现了5M、8M镜头的批量出货，13M镜头已研发完成。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进

行了专款、专户、专用的管理。 

四、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快速做大做强光学产业 

报告期，公司在已形成的超精密光学元件技术和工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研发、制造优势，加大资本投入，进一步扩大

规模，拓展产品应用领域，重点在手机、车载、运动相机、无人机、VR/AR和安防监控等领域的应用，公司的高清广角镜

头在美国G公司全球发布运动相机和无人机新产品中，搭载的均是公司生产的高清广角镜头，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公司运动

相机镜头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公司车载镜头获得国际知名公司特斯拉的认证通过。韩国三星外挂手机镜头的配套出货，欧美

顶级VR/AR用户镜头、镜片的采用，不断拓展了公司光学镜头的应用领域。此外，公司通过对深圳卓锐通的并购及手机摄

像模组生产线的改造建设，为手机镜头及模组产业化的全面布局、顺利推进、上规模出效益提供了全新引擎。 

五、加大触控显示产业投入，促进公司与京东方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报告期，公司继续深化与京东方的战略合作，在重庆两江新区投资设立了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限公司暨建设年产8000

万片新型触控显示一体化产品产业化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9.8亿元，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升移动通讯配套关键

零部件产业的竞争力，满足移动通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行业对项目产品持续增长的需求，同时充分利用京东方的

TFT-LCD、OLED等资源，借助公司触控显示产业的优势，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建成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新型触控显示一体

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升重庆联创触控显示产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 

六、布局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培育公司新的增长极 

    报告期，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了总认缴总额为5亿元的江西省集成电路产业基金，通过产业基金投

资1亿元并购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占其15.43%的股份。通过产业基金与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在南昌

合资设立了江西联智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顺利承接了韩国集成电路模拟芯片产业的转移，延伸了产业链，布局和培育了公司

新的产业板块和未来新的增长极。报告期，公司新增了集成电路贸易业务，积极探索集成电路芯片在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汽

车和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促进了公司业务跨越式发展。 

七、加强团队和文化建设，建立学习型企业 

报告期，公司加强团队和文化建设，提升执行力，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联创共赢、创新发展”为企业精神，

秉持“品质为基、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加强舆论宣传，扩大联创电子的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构建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建

立了学习型的企业，提高了员工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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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屏及触控显

示一体化 
644,874,244.41 560,572,997.12 13.07% -9.03% -10.68% 1.60% 

显示屏及加工 746,733,802.16 607,245,333.62 18.68% 289.29% 391.30% -16.88% 

光学元件产品 484,954,582.07 287,128,367.52 40.79% -3.79% -8.22% 2.85% 

集成电路产品 727,910,998.89 716,033,742.70 1.63%    

其他产品 299,690,955.17 293,866,590.22 1.94%    

其他 67,350,164.13 51,867,759.35 22.99% 263.61% 559.37% -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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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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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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卓锐通 增资收购 

LCE KOREA 新设成立 

重庆联创 新设成立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盛龙 

                                                                         2017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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