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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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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和考虑股东回报，并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01,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合计 30,270,000.00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东骏亚 60338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朋 李康媛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

园25号区董事会办公室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

）数码工业园25号区董事会

办公室 

电话 0752-2595226 0752-2595226 

电子信箱 investor@championasia.hk investor@championasia.hk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专注于印制电路板行业，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印制电路板的表

面贴装（SMT）。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双面板、多层板等（含 SMT 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



子、工业控制及医疗、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领域。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制订了《供应商管理程序》、《采购管理程序》、《供应商及外机构评分程序》以严格控制

公司对供应商的筛选程序及公司的原材料采购行为。针对不同特性的原材料，公司采取不同的方

式进行采购： 

（1）按照预计产量采购：对于通用型原材料，如覆铜板、锡球、铜球、半固化片、铜箔、化

学物料和一般辅料等，公司按照预计产量进行月度计划采购。 

（2）按照实际订单需求采购：对于特殊型的覆铜板、铜箔、半固化片等材料，公司据实际订

单需求采购。公司亦根据历史数据对客户订单的数量及综合实际用量进行预测，并据此准备适量

的安全库存。 

2、生产模式 

由于不同电子产品对使用的电子元器件有不同的工程设计、电器性能以及质量要求，不同客

户的产品会有所差异，公司印制电路板（含 SMT）是定制化产品而非标准件产品。基于这一特点，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根据订单来组织和安排生产。公司设立有计划部，对公司的生产

排期和物料管理等进行统筹安排，协调生产、采购和仓库等各相关部门，保障生产的有序进行。

公司会优先满足自身生产线的生产，当出现订单量超过公司产能时，会安排外协加工，满足客户

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方式，目前绝大部分来自向终端客户的直接销售，少量通过贸

易商销售。由于印制电路板为定制化产品，公司与客户均签订买断式销售合同或订单，客户根据

需求向公司发出具体的采购订单，约定销售价格、数量、出货日期、支付条款、送货方式等，公

司据此安排生产及交货。 

报告期内，公司直销收入占比超过 90%，销售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印制电路板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 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要使用印制电路板，不可

替代性是印制电路板制造行业得以长久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制电路板的终端需求可分为

企业级用户需求和个人消费者需求。其中，企业级用户需求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工控医疗和航

空航天等领域；个人消费者需求主要集中于计算机、移动终端和消费电子等领域。 



1、下游应用领域覆盖面广泛 

印制电路板行业下游应用领域涵盖通信、计算机、航空航天、工控医疗、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等,其中通信、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已成为 PCB 三大主流应用领域。根据 Prismark 的统计数据，

2016 年全球 PCB 应用领域中，通信设备领域的 PCB 市场规模最大，占比约为 27.30%；其次为计

算机领域，占比约为 26.85%；其他为消费电子、工控及医疗、汽车电子和军事航天等领域。 

2、区域性特征 

目前全球约有 2800 家 PCB 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等

六大区域。21 世纪以来，由于人力成本较低、环保监管相对宽松和下游市场迅速发展等原因，全

球 PCB 产业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形成了以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为中心、其它地区为辅的

新格局。根据 Prismark 的数据,2017 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 588.43 亿美元，中国大陆 PCB 产值达

297.32 亿美元，占全球 PCB 总产值的比例超过 50%，PCB 第一大生产国的地位不断稳固。从产能

规模的角度，2008 年至 2017 年，我国 PCB 行业产值从 150.37 亿美元增至 297.32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高达 7.65%，远高于全球整体复合增速。 

3、周期性特征 

印制电路板行业的下游应用领域较为广泛，受单一行业的影响较小。目前已从主要依赖传统电子

产品发展到覆盖消费电子、通讯设备、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控设备、智能安防、清洁能源、

航空航天和军工产品等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因此印制电路板行业的周期性主要体现为随着宏观经

济的波动而波动。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经过十年的发展，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目前已发展成一家专业从事印制电路板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原名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

会）的常务理事单位之一。根据 2017 年 6 月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和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联合

发布的《第十六届（2016）中国电子电路行业排行榜》，公司在综合 PCB 企业中排名第五十五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204,622,353.93 816,001,736.12 47.62 705,144,353.35 

营业收入 988,455,520.10 799,690,144.48 23.60 584,458,6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5,622,609.25 60,439,499.04 8.58 62,152,48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5,921,878.06 54,673,491.50 2.28 58,354,42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15,847,390.35 267,922,331.21 129.86 207,137,58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02,093.29 72,650,558.65 -91.46 45,255,95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40 0.0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40 0.0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67 25.45 减少7.78个百分

点 

35.8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0,224,594.89 253,639,481.37 260,496,179.50 284,095,26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792,775.85 17,163,625.95 21,031,485.84 16,634,7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844,989.80 13,133,019.42 18,152,007.17 14,791,86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79,288.34 47,660,034.56 10,777,461.09 -45,056,114.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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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0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9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骏亚企业有限公司 0 145,125,000 71.92 145,125,000 无 0 境外

法人 

深圳市长和创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4,875,000 2.42 4,875,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可心可意创新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0 1,300,000 0.64 1,3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谢惠忠 449,100 449,100 0.22 0 无 0 未知 

袁创杰 409,700 409,700 0.2 0 无 0 未知 

阿布来提·木明 280,000 280,000 0.14 0 无 0 未知 

代艺榕 187,200 187,200 0.09 0 无 0 未知 

陈玲玲 164,581 164,581 0.08 0 无 0 未知 

李民意 150,000 150,000 0.07 0 无 0 未知 

周登洪 140,000 140,000 0.0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845.55 万元，同比增长 23.60%；实现利润总额 7,537.85

万元，同比增长 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2.26 万元，同比增长 8.58%；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2,093.29 元，同比下降 91.46%。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120,462.24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7.62%；负债总额 58,877.50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7.4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584.74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129.8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参见《广东骏亚 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33.（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5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 

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骏亚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龙南骏亚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龙南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