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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 宇顺                          公告编号：2017-02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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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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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35,8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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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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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宇顺 股票代码 0022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宇顺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1 栋 A

座 13 层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1 栋 A

座 13 层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组、

玻璃盖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Sensor感应器、电容式触摸屏（GFF/OGS/GG）、LCD

（TN/HTN/STN/CSTN/TFT）及对应模组、INCELL\ONCELL模组、玻璃盖板、指纹盖板等，广泛应用于通讯终端（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数码产品等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显示模组制造，为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能车载等制造商提供全方位触控显示一体化解

决方案。公司业务垂直覆盖全产业链，一方面能为下游客户提供一站式配套产品以节省成本，另一方面能为客户提供多形态

产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产品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视科技”）100%股权出售给深圳市华朗光电有

限公司，雅视科技100%股权的出售未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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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公司产品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随着终端应用产品的季节性周期变化，公司主导产品相应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公

司所属行业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一）行业格局和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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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227,665.93 3,380,316,297.59 -61.51% 2,750,032,73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54,961.77 -1,098,070,059.75 102.72% -327,065,65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549,667.34 -1,093,215,492.06 67.75% -339,339,68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571,293.78 25,549,960.22 -1,045.49% -88,656,54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8 -5.8772 102.72% -1.9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8 -5.8772 102.72% -1.9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98.18% 103.28% -22.6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386,709,574.14 3,210,235,077.17 -56.80% 3,937,432,55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514,503.75 570,129,264.98 4.98% 1,666,753,4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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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02,751.56 371,331,438.21 344,305,852.24 273,387,6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79,320.69 -113,671,658.00 -59,153,756.52 247,159,69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957,322.42 -123,858,691.73 -73,514,946.28 -108,218,70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86,856.98 109,933,465.94 -363,016,719.08 19,298,8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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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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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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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中植融云（北

京）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42% 15,728,328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13,804,000 13,804,000 质押 13,804,000 

张家港保税区

丰瑞嘉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9% 6,526,472 0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5,241,090 5,241,090 质押 5,241,09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2,957,994 2,957,994 质押 2,957,994 

陈文健 境内自然人 1.54% 2,880,019 0   

翁仁源 境内自然人 1.47% 2,738,000 0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1,919,696 1,919,696 质押 1,919,696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1,643,338 1,643,338 质押 1,643,338 

高春雷 境内自然人 0.66% 1,2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3、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植融云（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00%持

股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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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文建通过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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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2,384,719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95,300 股，报告期内增持公司股份 859,58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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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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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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6年，全球经济维持缓慢复苏态势，在相对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下，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压力有所趋

缓，但下行压力未消。2016年对公司而言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首先解决了业绩补偿事项，其次完成了重大资产出售，为公司

推动业务调整、促进公司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⑴公司治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中植融云（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补充和完善了优秀的管理团队，

以专业的知识和卓越的管理决策能力带领公司走出经营困境。 

⑵重大资产业绩补偿方面。公司于2013年收购了雅视科技原股东持有的100%股权，因未完成相关业绩承诺，原股东林

萌及其一致行动人需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据此，在报告期内，林萌向公司支付了业绩补偿款378,045,519.28元，并根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支付了违约金24,572,958.75元。 

⑶重大资产出售方面。受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雅视科技的生产经营情况持续恶化导致其持续亏损。为

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整合优化资源，降低公司负担，推进业务转

型，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对雅视科技100%股权的出售。 

⑷撤销退市警示风险方面。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85.50万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撤销退市警示风险。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警示风险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将紧抓市场机遇推动业务转型，利用资本市场优势继续优化公司资产。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227,665.9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1.5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触摸显示屏行业竞争

激烈，客户结构变化，订单量下降，公司整体营业额呈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854,961.77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2.7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收到林萌支付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的现金补偿款及相应的违约金合计402,618,478.03元。 

（3）公司的发展战略 

未来的几年，将是公司实现转型的关键，公司将把握发展的机遇，加强核心竞争力建设。通过经营模式的不断改革创新

和资金、人才的持续投入，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努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⑴继续巩固现有主营业务 

2017年，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资源优势，调动业务管理部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挥潜能、挖掘产能、提高效

能，进一步改进产品生产制造工艺，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以现有的产品为依托，积极向精细化、上下游产业特别是市场

潜力较大的产业方向拓展，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的应用范围，进而形成较为完整的价值链和相互支撑的产业群。 

⑵转变经营发展思路，谋求战略转型，实现多元化发展 

基于对未来行业形势的判断和实际发展状况，2017年公司在继续巩固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将重新打造公司产业结构，

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实现多元化发展。公司将理清发展思路，转变方式方法，强化战略管控，加大力度推进公司业务发展，

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为社会、为股东创造新价值。 

注：上述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经营计划 

2017年，公司将以“强主业、抓市场、新发展”为战略主题，对主营业务继续采取稳健经营策略，紧跟市场发展趋势，

积极拓展新业务与新市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快实现跨越式的新发展。 

⑴在新的战略主题指导下，稳定生产，确保生产经营任务全面完成 

①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加强生产管理，提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水平，加强技术与市

场需求的对接，充分利用公司渠道优势，做好供应和销售工作，努力确保生产经营任务的全面完成； 

②继续重视创新和研发能力的提升，预研新技术产品，储备新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能力； 

③加强成本管理，全面落实预算管理，提升柔性生产、精益生产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 

⑵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①公司将根据未来战略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并根据公司规模扩大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内部控

制制度适时调整和优化，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降低经营风险，使之不断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②公司将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按照精干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相应调整组织架构；进一步加强公司团队建设，增强企业

凝聚力；做好人员的储备、培养和配置工作，进一步完善以利润考核为核心的市场考核机制。 

⑶资金筹措及运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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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拓展融资渠道，利用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筹资，实现资金渠道的多元化。      

⑷收购兼并计划 

公司重视同核心客户、新兴客户策略性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并将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通过外延式发展模式将公司做大

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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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屏及模块 290,121,434.22 236,437,512.07 18.50% 1.11% 3.40% -1.81% 

触控显示模组 894,455,097.11 869,171,643.57 2.83% -60.61% -56.57% -9.05% 

盖板玻璃产品 51,082,271.14 43,909,107.39 14.04% -9.55% 18.42% -20.30% 

代采业务 28,089,912.77 25,846,155.42 7.99% -94.00% -94.06% 0.92% 

其他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4.73% 

合计 1,263,748,715.24 1,175,364,418.45 6.99% -59.12% -56.62%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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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227,665.9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1.5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触摸显示屏行业竞争

激烈，客户结构变化，订单量下降所致，公司整体营业额呈下降趋势； 

⑵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854,961.77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2.72%，主要原因系收到林萌

支付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的现金补偿款及相应的业绩补偿金违约金合计402,618,478.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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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规定，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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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重分类至“税

金及附加”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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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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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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

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3月，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纳入

合并范围； 

2、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宇顺

天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6年5月，北京宇顺天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纳入合

并范围； 

3、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完毕全资子公司雅视科技100%股权，并于2016年12月21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雅视科

技及其下属子公司共4家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报告期内，公司转让持有的湖北浩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并于2016年12月27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以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的原因具体见《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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