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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9-01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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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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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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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1672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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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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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 股票代码 00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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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伟 李锐豪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青皇工业区葵

青路 17 号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青皇工业区葵

青路 17 号 

电话 0769-87892475 0769-87892475 

电子信箱 David.Huang@luxshare-ict.com Ray.Li@luxshare-ic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连接线、连接器、声学、无线充电、马达及天线等零组件、模组与配件类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脑

及周边、消费电子、通讯、汽车及医疗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秉承“老客户、新产品；老产品、新客户、新市场”的发

展思路，面对新项目前期资源投入大、产品工艺制程复杂、团队工作负荷较高等项目运营管理压力，通过持续提高自身精密

自动化制造能力、优化内部经营管理等方式，实现了向新领域的持续扩张，在新产品、新客户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公司在电子元件行业协会评选的2018年（第31届）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中排名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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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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9,964,160.13 22,826,099,790.37 57.06% 13,762,595,8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2,631,125.23 1,690,568,104.26 61.05% 1,156,533,48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3,973,258.82 1,437,482,101.17 77.67% 1,072,253,92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2,307,168.34 168,837,371.44 1,761.14% 1,309,992,55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41 60.9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41 60.9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5% 14.09% 3.86% 16.0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6,441,441,236.44 26,885,884,292.23 35.54% 20,954,806,39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497,944,981.18 12,938,281,196.54 19.78% 11,252,080,8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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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3,603,788.89 6,622,128,783.37 10,105,487,812.12 13,718,743,77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849,933.21 504,977,990.28 831,212,177.10 1,065,591,02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513,589.35 511,201,286.65 811,706,147.64 980,552,23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1,607,193.88 280,731,034.24 -67,959,373.61 1,067,928,3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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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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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11% 1,938,383,785 0 质押 1,092,582,000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博远鸿

其他 2.83% 116,396,2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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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3% 95,968,461 0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博远鸿

诚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87% 76,875,18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增利

38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77% 72,830,352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54% 63,510,24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9% 57,151,57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 49,959,034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 610

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6% 47,811,97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中国

优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9% 44,677,2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立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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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基于在消费电子产品和客户的完整规划，通信、工业及汽车电子产品和客户的多年提前布局，以及内部经

营管理与智能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有效降低了个别市场客户销售波动、经济大环境不稳定的外部因素影响（这是企业永远

都会面临的问题，企业永远应从早期规划布局风控措施），实现了在各业务领域的稳步发展，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获得持续提

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58.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06%；实现利润总额32.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9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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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互联产品及

精密组件 
3,732,881,247.47 396,924,090.03 21.54% -14.15% -15.87% -0.41% 

汽车互联产品及

精密组件 
1,727,941,841.31 178,254,794.28 16.72% 52.81% 65.04% 0.22% 

通讯互联产品及

精密组件 
2,151,640,366.56 205,483,641.88 20.82% 30.04% 43.05% -0.81% 

消费性电子 
26,806,741,882.2

6 
2,338,833,346.65 21.19% 76.50% 84.1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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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连接器及其

他业务 
1,430,758,822.53 174,281,627.92 22.70% 183.66% 197.8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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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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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

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

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

目。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会

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

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该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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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11月，公司以277,505,977.89元的价格出售珠海景旺柔性电路有限公司（原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

限公司）51%的股权。根据合同约定，以工商变更作为股权交割的时点。2018年12月31日，珠海景旺柔性

电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权交割完成。 

2、本期新设子公司及孙公司为立讯精密工业(恩施)有限公司、立讯国际电缆有限公司（美国），本公司新增两家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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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来春 

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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