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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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洪潮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管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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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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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电话 0512-68188888-2079  

电子信箱 y.x.t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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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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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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运营情况良好，新能源材料得到了行业的认可。目前，产品已被三十多家电池片企业认定并稳定供货，

客户层级得到了提升。公司再次实现海外收购马来西亚的 AICS 公司，为集团的全面整合资源战略实现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 

（二）行业发展情况 

    请详见《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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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854,591,461.11 1,187,334,429.10 56.20% 811,945,9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696,977.01 113,409,678.07 -7.68% 22,833,75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212,387.97 96,721,830.17 -7.76% 13,638,54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036,844.38 169,066,530.48 -10.66% 81,559,03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8 0.156 -7.82% 0.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8 0.156 -7.82% 0.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8.06% -1.04% 1.7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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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981,009,691.48 1,756,030,794.81 12.81% 1,489,615,26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32,231,067.07 1,464,681,121.03 4.61% 1,279,487,6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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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81,393.19 504,116,838.03 508,103,934.35 511,189,29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06,307.65 34,717,420.68 26,571,397.80 24,601,8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24,205.13 29,113,210.53 27,300,323.07 14,474,64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98,892.02 -29,433,325.03 19,477,345.00 121,893,9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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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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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43,910,660    

肖孟佳 境内自然人 0.42% 3,077,500    

王正明 境内自然人 0.23% 1,650,032    

周子龙 国有法人 0.19% 1,373,900    

董有恒 境内自然人 0.18% 1,335,323    

陆勇 境内自然人 0.18% 1,320,000    

陈云麟 境内自然人 0.17% 1,269,443    

关太力 境内自然人 0.17% 1,250,000    

方弘曦 境内自然人 0.16% 1,1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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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800

股；股东王正明通过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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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0 股；股东周子龙通过华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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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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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陆勇通过华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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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00 股；股东关太力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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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 1,250,000 股；股东陈云麟通过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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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300 股；股东方弘曦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1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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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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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公司的“诚信 • 品质年”，更是公司中国式管理——“家”文化建设探索和推广步入新旅程的一

年。 

我们始终坚定“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的信念，秉持“内求 • 利他”的家训，在大胆

探索和推行“家”文化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同时，全面落实吴念博董事长倡导的 “人人是安全员、人人是工程

师、人人是品管员、人人是工务员、人人是清洁工”的五个人人活动，通过“提升品质、提升良率、提升效

率”为主题的“四维一体”的项目改善活动，全面推进“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为主题的“3/5 行动”；同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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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集团资源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聚焦汽车电子产品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及投入；管理上全面加速系

统化、信息化、智能化及自动化的进程。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54,591,461.11 元，同比增长  56.20%，实现

营业利润 168,942,746.44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95%；实现利润总额 173,526,845.50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13.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696,977.01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降低 7.68%；实现

基本每股收益 0.144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降低 7.69 %。 

与此同时，2017 年公司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及“苏州名牌产品”、“中国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企业”、

“江苏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苏州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公司两款新产品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

术产品”、“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获江苏省科技厅复评通过；荣获“苏州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十五周年特别

贡献奖”；公司董事长吴念博获 2017 年美国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商业科学荣誉博士称号；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入选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并入选其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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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器件 1,081,191,083.37 51,605,267.23 16.33% 19.95% -50.48% -1.64% 

新能源材料 771,942,021.83 116,689,605.35 22.66% 170.92% 156.81% -1.65% 

合计 1,853,133,105.20 168,294,872.58 18.97% 56.21% 12.46%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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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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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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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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49,079,451.35

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

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6,919,109.85 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

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

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本年减少 633,385.97 元、营业外支

出本年减少 150,124.68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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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3 日，公司与马来西亚公司 AIC SEMICONDUCTOR SDN BHD（以下简称“AICS”或“标

的公司”）的股东 AIC CORPORATION SDN BHD（以下简称“AICC”）、AIC TECHNOLOGY SDN BHD（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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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AICT”）和 ATMEL CORPORATION（以下简称“ATMEL”）共同签署了《关于 92%股权的转让协议

书》。根据该协议，公司将以现金收购 AICT 持有的标的公司 66%股权、AICC 持有的标的公司 14%股权及

ATMEL 持有的标的公司 12%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 AICS92%股权，AICS 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AICS 成立于 1995 年，经营范围为半导体封装测试业务，位于马来西亚库林高科技工业园区。目前

主要提供 SOIC、PDIP、 QFN、Smart Card、气压传感器等产品封装测试业务。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AICS

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 至 -1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940.32 至 1692.57 

2017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880.6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季度业绩下降主要由于人民币升值引起的汇兑损失。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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