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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19-019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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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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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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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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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⑴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组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涵盖Sensor感应器、电容式触摸屏（GFF/OGS/GG）、LCD（TN/HTN/STN/CSTN/TFT）

及对应模组、TFT、INCELL\ONCELL模组等，广泛应用于通讯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POS、智能穿戴、智

能家居、车载电子、数码产品、工业控制、医疗电子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显示模组制造，为智能手机、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等制造商提供全方位触控显

示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业务垂直覆盖全产业链，一方面能为下游客户提供一站式配套产品以节省成本，另一方面能为客户

提供多形态产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产品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⑵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公司产品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随着终端应用产品的季节性周期变化，公司主导产品相应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公

司所属行业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

“（一）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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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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17,943.36 400,884,702.27 -19.10% 1,301,227,6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320,452.15 -127,454,061.93 -21.08% 29,854,96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942,041.00 -124,136,806.18 -24.01% -352,549,66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96,536.22 318,205,591.37 -112.76% -241,571,293.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06 -0.4548 -21.06% 0.1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06 -0.4548 -21.06% 0.1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8% -23.83% -15.35% 5.1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99,598,626.90 733,880,740.41 -18.30% 1,386,709,5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6,739,989.67 471,060,441.82 -32.76% 598,514,5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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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74,889.64 90,417,319.95 74,163,759.17 85,661,97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22,254.95 -22,153,966.31 -33,105,682.52 -86,938,54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92,692.79 -22,829,108.84 -35,031,599.22 -83,088,64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32,244.88 -19,203,275.81 23,544,576.55 -14,205,5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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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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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7% 24,585,656 0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2% 23,592,492 0 质押 23,59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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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20,706,000 质押 20,706,000 

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9% 9,789,708 0 质押 9,789,708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2,465,007 0 质押 2,465,007 

吴丽园 境外自然人 0.71% 2,000,500 0   

陈星题 境内自然人 0.57% 1,596,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

的企业，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植融云（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3、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

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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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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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经济增速逐季放缓，受国内及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行业内公司竞争加剧等的影

响，对公司业务拓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现状，公司积极应对，及时调整和布局市场策略，以尽量落实经营

计划。 

1、手机屏方面：智能手机市场继续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拖累，加上大规模市场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智能手机

出货量再次下滑。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产品继续呈下降趋势，已逐步减少此类业务。 

2、工控屏方面：因工控屏属于专业显示应用领域，市场需求逐渐扩大，公司与各客户合作较为稳定，但产品利润受上

游材料供应不足、原材料涨价及客户降价需求等因素影响有所下滑。 

3、随着触摸屏行业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扩展的领域越来越广，车载、医疗、智能金融等专业显示应用市场受到重视并

快速发展，公司也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持续配合客户进行项目研发，加大了此类非消费类电子产品触摸显示方案业务的开拓

力度，储备了较多优质项目，但因处于培育期，尚难弥补业绩下滑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431.7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32.05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 

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公司将持续关注行业发展态势，在巩固、提升主营业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

非消费类电子产品触控显示方案业务，并积极拓展子公司业务，努力改善业绩表现，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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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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屏及模块 161,205,670.44 15,885,214.87 9.85% -42.69% -71.26% -9.80% 

触控显示模组 152,264,066.22 -5,449,652.24 -3.58% 89.80% 82.12%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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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触摸显示屏行业竞争激烈，公司主动调整客户结构，同时新客户产品量产需要时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均

较上年同期下滑；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存

货、应收款项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6,37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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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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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及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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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上述要求调整了财务报表的部分科目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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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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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增加1户，是2018年5月24日新设全资子公司珠海宇顺天合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90%，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宇顺天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10%。 

本期减少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1户，是2018年4月1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注销的全资子公司赤壁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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