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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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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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元（含税），合计 28,252,000.00 元，不送红股，

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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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以来公司坚持以主业为核心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

主要产品包括双面板、多层板等（含 SMT 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及医疗、计算

机及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领域。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主营业务属于“397 电子元件制造”之“3972 

印制电路板制造”。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主营业务属于“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代码 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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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及外发机构评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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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销售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1、行业发展阶段 

PCB 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现代电子信息产品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器件，被广泛运用于

通信设备、汽车电子、消费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网络设备、工业控制和医疗等行业。PCB

的制造品质直接影响最终端电子产品的功能和可靠性，因此 PCB 是电子信息产业中基础且重要的

子行业。目前全球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

欧洲和东南亚等区域。PCB 行业的下游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受单一行业影响较小，故行业较为分

散，生产商众多，市场集中度不高，市场充分竞争。 

2、行业周期性特点 

PCB 行业属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的基础产业，且下游应用领域广泛，PCB 产业受下游单一行

业影响小，全球 PCB 行业主要随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变化。 

从 2017 年的 PCB 下游按应用占比看，通信和计算机市场份额均超过 20%；消费电子、半导

体、汽车紧随其后，占比在 9-14%之间；工业、医疗、航天航空等市场份额占比更小一些，处于

2%-5%区间。上述行业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 PCB 行业增速。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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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会同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第十七届（2017）中国电

子电路排行榜》，公司在综合 PCB 企业中排名第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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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504,154,088.60 1,204,622,353.93 24.87 816,001,736.12 

营业收入 1,120,072,953.73 988,455,520.10 13.32 799,690,14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994,249.42 65,622,609.25 5.14 60,439,49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8,095,204.81 55,921,878.06 3.89 54,673,49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54,991,544.76 615,847,390.35 6.36 267,922,33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814,050.27 6,202,093.29 880.54 72,650,55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34 0.40 -15.0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34 0.40 -15.00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90 17.67 

减少6.77

个百分点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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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91,867.05 291,665,410.26 299,203,541.91 281,112,13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17,918.63 24,919,565.38 23,091,519.80 5,465,24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785,898.21 21,481,357.17 22,156,808.59 671,14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006,908.33 51,469,080.53 50,776,860.79 -16,424,982.72 

注：公司第四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低，主要系子公司新工厂投产时间较短，效益未达预期，公司在第四季度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因发展需要，公司新增管理人员，导致第四季度管理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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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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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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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长和创展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1,999,300 2,875,700 1.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有限合伙） 

蔡璇吟   535,1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惠忠 -119,100 330,0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惠   290,7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72,600 0.14 0 无 0 未知 

陈丽辉   260,000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巧玲   183,000 0.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鑫   168,500 0.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莉芸   162,000 0.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晓彬与长兴长和创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人吕洪安、罗湘晋存在亲属关系；控股股东骏亚

企业有限公司和长兴长和创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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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7.30万元，同比增长 13.32%；实现利润总额 7,325.35

万元，同比减少 2.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99.42 万元，同比增长 5.14%；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1.41 万元，同比增长 880.54%。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150,415.41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24.87%；负债总额 84,916.25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4.2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499.15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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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本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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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立珠海市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骏亚电路科

技有限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及香港牧泰莱电路国际有限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广东骏亚：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