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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0                           证券简称：惠伦晶体                           公告编号：2017-016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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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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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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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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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742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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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惠伦晶体 股票代码 30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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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东环路鸡啼岗段 36 

号 
 

传真 0769-38879889  

电话 0769-38879888-2233  

电子信箱 flzqsw@dgyl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设计、生产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频率控制与选择元器件），主要产品为压电石

英晶体元器件，包括表面贴装式（SMD）石英晶体谐振器和双列直插式（DIP）石英晶体谐振器。为丰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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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类，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开始着手诸如温度补偿振荡器等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司产品广

泛应用于通讯电子、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移动互联网、工业控制、家用电器、航天与军用产品和安防产

品智能化等领域。经营模式方面主要采取的是经销模式，且以外销为主，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有下游行业

的需求情况、国际市场贸易壁垒情况、产品价格情况、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化情况、公司产品技术水平

领先情况等。 

SMD石英晶体谐振器是公司的核心与主导产品，且以SMD3225及以下的小型化产品为主。公司在压电石

英晶体元器件行业由DIP产品向SMD产品过渡、下游电子整机产品越来越轻、薄、短、小的趋势下，凭借产

品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包括SMD3225、SMD2520、SMD2016和SMD1612等在内的小型化SMD产品的

量产。 

DIP石英晶体谐振器是公司的基础与配套产品。虽然市场逐步呈现SMD产品主导的特征，但DIP产品因

其价格与稳定的技术参数等优势仍然是电脑及周边产品等多个应用领域中不可替代的选择，一直保持着较

为稳定的市场需求，DIP产品亦因此继续成为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并有利于向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以

及客户维护。 

器件产品是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扩大以及研发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公司在

谐振器产品的基础上逐步将产品延伸至更高附加值的振荡器等器件产品的研制，例如SMD2520 、SMD2016

温度补偿石英晶体振荡器（TCXO）、SMD3225石英晶体振荡器(SPXO)等产品当前达到了小批量产阶段，不

仅能够缓解公司业务单一的风险，而且可以为将来经营业绩的进一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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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797,361.80 416,417,144.33 -11.20% 404,157,12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47,927.82 41,367,679.73 -30.51% 50,975,75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31,587.15 39,740,990.29 -32.99% 47,463,24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21,136.77 61,540,246.27 -20.99% 117,867,33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7 -37.04%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7 -37.04%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7.84% -3.49% 15.1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75,071,614.91 862,160,577.13 1.50% 638,328,3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7,897,248.20 650,928,514.38 2.61% 362,866,4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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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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28,107.47 93,794,887.48 89,374,907.92 106,599,45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0,730.35 8,348,175.15 3,107,745.48 13,111,27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93,669.27 6,868,408.73 2,946,690.59 13,022,81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5,328.89 34,396,071.69 3,167,493.07 8,162,2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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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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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惠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5% 64,359,042 64,359,042 质押 10,000,000 

世锦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42% 14,167,188 8,833,594   

台湾晶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00% 10,095,536 8,076,429   

香港通盈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3% 9,477,185 9,477,185   

广东通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7,041,636 7,041,636   

POP LASER 

INTERNATIO

NAL 

CO.,LIMITED 

境外法人 3.48% 5,857,478 0   

张毅 境内自然人 1.22% 2,050,000 0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0.89% 1,500,000 1,500,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0.74% 1,243,5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1,11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香港通盈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陈俊岭为

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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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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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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宏观经济也进入低增速的新常态，客户需求放缓，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公司坚持立足行业前沿技术，以市场为导向，紧紧

把握电子元器件产品结构向片式小型化调整的方向，努力开发新产品并缩小与世界先进厂商的差距，把进

一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率和产品品良率作为提升经营业绩的重要抓手，确保了主营业务的平稳发展，在公司

管理层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了稳健经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及下游消费类电子

市场不景气，2016 年公司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979.7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1.20%；实现利润总额 2,894.95 万元，比

上年减少 38.23%；实现净利润 2,874.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30.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4.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30.51%。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及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减少 11.20%，而营业成本较上年只减少了 4.87%；2、期间费用同比有 19.89%的减

少，但在金额上不及收入减少。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一）产品结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表面贴装式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SMD）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31,727.6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12.26%，SMD 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由上年同期的 86.84%降低至 85.80%，下降了 1.04

个百分点。温度补偿式晶体元器件 TCXO 业已实现量产，并已开始投入市场。 

（二）销售市场情况 

拓展国内市场取得一定进展。长期以来，公司来自境外的销售收入占比较大，2012 年至 2015 年的境

外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是 96.31%、92.40% 、92.39%和 89.19%。2016 年，公司继续加大对国内

市场的拓展，境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7.57%，相应境外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降至 83.25%。 

（三）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始终秉持科技创新为根的理念，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大，本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为 2,695.75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7.29%。一方面，继续加强产品小型化、高精度等方向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则逐步着手

TCXO 等振荡器器件产品的技术研发。 

（四）公司管理情况 

日常管理方面，为提高运作效率、降低成本、保障质量、提升形象，将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公司持续在全体员工中大力推行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现场管理制度。极力强化自

动化管理基础建设，根据本公司生产特点实施安排工业 4.0 自动化人机组合。另外，人员管理方面，加强

员工招聘、培训、激励、考核等环节的工作力度。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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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D 317,276,781.30 73,006,132.67 23.01% -12.26% -29.73%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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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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979.74万元，比上年减少11.20%，实现净利润2,874.79万元，比上年减

少30.51%。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是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主要产品价格下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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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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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在东莞新设一家全资子公司，子公司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1）名称：东莞惠伦实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LYJ85W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住所：东莞市黄江镇东环路鸡啼岗段36号 

（5）法定代表人：赵积清 

（6）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 

（7）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及

配件的生产与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电子技术服务，为

企事业、机关提供综合性后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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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

要》的签章页）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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