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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0               证券简称：经纬辉开                公告编号：2019-23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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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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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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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392,201,59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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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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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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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经纬辉开 股票代码 3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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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跃军 韩贵璐 

办公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工业区创新道 1

号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工业区创新道 1

号 

传真 022-28572588-8056 022-28572588-8056 

电话 022-28572588-8551 022-28572588-8552 

电子信箱 tjdxhyj@163.com hgl08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液晶显示和触控模组、电磁线、电抗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模组、电容式触摸屏、触控显示模组（全贴合产品）、保护屏、

盖板玻璃、换位铝导线、换位铜导线、铜组合线、干式空心电抗器、并联电抗器、串联电抗

器、滤波电抗器等。 

    液晶显示和触控模组是公司2017年通过收购新辉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后新

增的业务。新辉开长期专注于触控显示产业链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触控显示产

品一站式服务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车载显示、家居电子、医疗设备、工业控制等诸多领域。

新辉开产品品类齐全，能够满足客户从最初的产品设计构想到最终的一体化产品过程中的全

方位服务和产品需求。 

    电磁线是公司的传统业务，具有50余个产品品种，基本涵盖了所有电磁线产品系列，专

用于电力变压器、电抗器、工业电机、电动工具、汽车电器、牵引机车等设备作绕组线圈。

随着我国大规模建设超/特高压电网，公司的电磁线产品在技术研发的基础上也得到不断升

级，广泛应用在国内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输配电的电力设备中，在国内同行业中占到重要

的位置。 

    电抗器是电力输送中必不可少的一次设备，随着我国特高压电网等级的不断提升，对电

抗器的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电抗器均通过了国内权威机构的鉴

定，是国内极少数掌握高电压、大容量大型空心电抗器核心技术的生产商，技术水平达到了

国际领先。电抗器产品与电磁线产品在生产上属于上下游关系，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除了

应用在超/特高压输配电领域，公司还开发了各类阻尼电抗器、试验电抗器、滤波电抗器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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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努力做强高端产品的同时，兼顾中低端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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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62,642,336.6

0 
888,612,677.84 132.12% 630,075,30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608,509.42 55,973,760.33 140.49% 15,679,19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256,784.08 51,903,387.77 172.15% 13,391,67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65,291.42 17,332,175.89 519.46% -19,237,391.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86 0.2550 36.71% 0.07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86 0.2550 36.71% 0.07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0% 7.00% 0.20% 2.3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867,596,581.6

2 

2,676,005,097.9

5 
7.16% 759,974,7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4,539,088.6

4 

1,796,701,773.7

9 
6.56% 600,366,4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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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13,521.66 495,986,021.37 539,866,030.60 558,676,76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48,695.36 29,219,233.71 40,122,285.17 42,318,29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44,735.75 27,064,475.43 38,039,135.10 54,508,43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7,320.83 42,633,871.98 -22,380,978.58 88,999,7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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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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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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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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树林 境内自然人 10.10% 39,399,090 29,549,317 质押 21,140,558 

永州市福瑞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9% 27,656,098 27,656,098   

西藏青崖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7% 26,781,707 26,781,707   

张国祥 境内自然人 4.23% 16,479,491 12,359,617   

浙江海宁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13,584,051 13,584,051 质押 6,020,400 

张秋凤 境内自然人 3.39% 13,215,026 9,911,269 质押 4,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13,214,336 0   

浙江海宁新雷盈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 11,112,530 5,031,130   

卫伟平 境内自然人 2.09% 8,166,525 8,166,525   

永州恒达伟业商业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6,681,265 6,681,2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树林先生、张国祥先生、张秋凤女士为一致

行动人，西藏青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董

树林、张国祥、张秋凤三人； 

2、浙江海宁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海宁新雷盈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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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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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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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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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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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产品 413,662,505.87 380,453,126.08 8.03% 0.24% 0.29% -0.05% 

铝产品 109,484,341.33 83,244,946.15 23.97% 6.03% 18.25% -7.85% 

电抗器 67,456,850.63 45,284,866.94 32.87% -19.79% -28.38% 8.06% 

液晶显示模组 647,214,335.71 540,932,506.36 16.42% 472.60% 462.77% 1.46% 

触控显示模组 478,423,139.81 337,160,023.11 29.53% 430.32% 426.20% 0.55% 

保护屏 343,065,400.37 209,005,790.02 39.08% 309.66% 294.3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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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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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15号文件”），财会15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

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新增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研发

费用”行项目，修订了“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管理费用”行项目的列报内容，减少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固定资产清理”、“工程物资”、“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

加“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行项目进行列报，调整了利润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位置。

本公司在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该文件，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受影响的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622,920,147.71  622,920,147.71 

其中：应收票据 46,138,382.95 -46,138,3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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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565,926,942.46 -565,926,942.4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12,065,325.41 612,065,325.41 

应收利息 20,970.58 -20,970.58  

其他应收款 10,833,851.72 20,970.58 10,854,822.30 

负债合计 367,682,624.64  367,682,624.64 

其中：应付票据 76,732,018.59 -76,732,018.59  

应付账款 283,165,353.52 -283,165,353.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59,897,372.11 359,897,372.11 

其他应付款 7,719,197.09 66,055.44 7,785,252.53 

应付利息 66,055.44 -66,055.44  

利润合计 60,514,647.18  60,514,647.18 

其中：管理费用 60,514,647.18 -28,387,647.60 32,126,999.58 

研发费用  28,387,647.60 28,387,647.60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报告期无需要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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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175号《关于核准天津经纬电材股份

有限公司向永州市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2017年8月8日，新辉开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新的《营业执照》，新辉开变更成为经纬电

材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辉开从2017年11月开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合并报

表条件。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将其2017年11月、12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8年年度报

告已将其全年数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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