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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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任凯 工作原因 林志强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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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研究，决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078,424,928

股扣减回购股份24,494,328股(即4,053,930,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810,786,12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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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 600703 ST三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炭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   

电话 0592-5937117   

电子信箱 600703@sanan-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从事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研发与应用，着重于砷化镓、氮化镓、碳化硅、磷

化铟、氮化铝、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所涉及到外延、芯片为核心主业。公司销售模式主要是直

销方式，产品主要应用于照明、显示、背光、农业、医疗、微波射频、激光通讯、功率器件、光

通讯、感应传感等领域。公司业务可分为 LED、射频、电力电子、滤波器与光通讯五大板块。 

1、LED 

公司 LED业务收入主要包含了 LED芯片和 LED汽车灯业务。LED业务发展至今，LED芯片产能

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趋势已显现，LED 应用格局在持续优化。并且随着技术的提升和需求的升



级，LED 新产品也在不断推出，应用领域也在不断的渗透，随着渗透率的不断提升，行业空间将

会持续增长。 

目前，公司 LED 芯片全球市场占有率不算太高，未来将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现有产能的一

倍以上；LED汽车灯业务最近几年业务增长较快，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推广，LED车灯未来的应

用将会非常广阔。此外，公司 Mini-LED已于一年前开始实现量产销售，出货量也随着关键设备的

逐步到位在叠加，Micro-LED 巨量转移技术也在改进并突破，这两块业务未来将会是公司重点发

展方向之一。除此之外，公司在植物照明、消毒杀菌、智慧路灯等新兴市场也有布局，新兴市场

的规模发展潜力巨大。 

2、射频 

砷化镓半导体材料应用范围广阔，砷化镓器件可应用于手机、通讯设备、汽车、导航等领域，

在手机、通讯设备等方面上使用量最大。从市场前景看，未来汽车雷达、光纤通讯、定位和通讯

等领域应用增长可期，而这些领域的高速高频器件也将主要由化合物半导体满足，砷化镓半导体

器件身处移动通讯、无线网络升级和物联网发展趋势之中，需求不断爆发，市场空间将持续增长。 

公司砷化镓射频 HBT产品主流工艺已开发完成，产品全方面涵盖 2G-4G PA，WiFi ，IoT等主

要市场应用；PHEMT产品通过可靠度验证，已进入量产出货；氮化镓射频涵盖 5G领域，已给几家

客户送样，产品已阶段性通过电应力可靠性测试，实现小批量供货。已开发工艺涵盖 Switch、LNA

等消费市场与特殊应用市场，持续上量中。镍钒工艺具有强化工艺窗口与降低成本效益，目前已

调适完成,无背孔产品等已经通过可靠性验证，开始导入量产。铜柱工艺已完场厂房建制，正在进

行二次配和设备调试。氮化镓射频版块 2018年已送样 8个客户，产品综合特性获得国内与国际领

先客户认可。 

3、电力电子 

碳化硅材料因其在高温、高压、高频等条件下的优异表现，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半导体材料

之一，碳化硅器件对比硅器件功率损耗可大幅减少，有效提升电源转化效率，受新能源汽车等新

兴市场的拉动，碳化硅电力电子市场已启动规模应用，氮化镓功率半导体在应用方面与碳化硅功

率半导体实现优势互补。 

公司 4 吋与 6 吋碳化硅衬底材料性能良好，生产的电力电子芯片，其良率、电特性、封装体

各方面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已经实现销售，并与国内大客户展开量产工作的协商，为后续市场

开拓做好铺垫。 

4、光通讯 

光通讯领域，年均 60%的复合增长率，全市场规模超过千亿。现在的骨干网已基本实现全光

传输，将来的传输网络的终极目标是建设“全光网络”，现已进入 5G网络的建设，为光通讯的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需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光通讯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广阔。 



公司光通讯业务进展顺利，10G VCSEL芯片实现小量销售，25G VCSEL送样客户验证中。10G FP

已送样客户验证,25G DFB尚在研发中。完成 MPD、25GPD、4*25G PD、EM PD等高端产品可靠性验

证，已实现销售。 

5、滤波器 

声学滤波器按照工艺类型可以分为表面声波滤波器 SAW 以及体波滤波器 BAW 工艺，后者性能

更优秀，但是相应成本较高，二者互相补充同时出现在一个设备中。SAW 滤波器市占率最高的是

日本公司，近年来其业务增长较快，市占率达到 50%。    

目前，公司滤波器业务购置的设备正在逐步到厂，预计今年产线全面组建完成投产。 

（二）经营模式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坚持“技术﹢人才”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

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不断开拓新业务，壮大实力。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

生产围绕销售展开工作。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模式主要采用“直接采购+代理采购”的模式，大部分原材料采取自行采购的方式，

与供应商直接签订采购合同及下达订单。除此以外，公司部分物料采购及进口设备采购采用代理

方式，由公司与代理商签订进口代理合同或由公司、代理商和供应商签订三方代理采购合同。公

司负责确定供应商、对外技术、商务谈判等，代理商负责与供应商货款结算、原材料进口报关等

手续。 

2、生产模式 

公司以“订单” + “市场预测”为基础，结合安全库存计划组织生产。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根

据对客户订单需求状况和市场预测情况提出市场需求信息，制定《产品安全库存表》和《生产通

知单》并交于生管部。生管部按《生产通知单》中所列产品的种类、交货期、产能及生产适应状

况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市场营销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设立营运中心，营运中心包含了国内业务部、国际业务下

属部门，直接与最终使用客户沟通来实现产品的销售。公司对销售的管理主要从销售策略、销售

目标、销售价格、销售资金运作、销售结算方式进行全方位管理。公司建立了完备的售后服务体

系，设立了品管部门，安排了专职的客户服务人员，以解决产品使用中的产品咨询及质量问题，

通过“销售+售后服务”方式巩固现有市场，开拓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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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9,328,691.75 25,236,659,941.87 22.00 23,573,251,631.33 

营业收入 8,364,374,225.51 8,393,725,783.69 -0.35 6,272,602,65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0,158,066.15 3,164,210,889.13 -10.56 2,166,652,34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8,030,054.09 2,653,353,360.57 -15.28 1,740,022,68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48,879,747.35 19,769,165,745.21 7.48 17,435,812,51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9,467,014.59 2,958,029,795.60 12.89 2,328,355,99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8 -11.54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8 -11.54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3 17.13 减少3.70个百分点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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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913,494.68 2,228,282,389.84 2,220,124,420.71 1,971,053,92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8,289,567.63 884,631,656.60 740,689,451.83 236,547,39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3,251,875.41 791,904,143.45 663,895,531.45 148,978,50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6,312,898.45 1,133,991,539.37 294,796,776.35 384,365,800.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分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公司相应分别调增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750,000.00 元、

220,638,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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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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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0 1,213,823,341 29.76 0 质押 1,035,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0 460,927,232 11.30 0 未知 0 其他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30,539,432 351,301,092 8.61 0 质押 96,9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587,357 94,151,208 2.31 0 未知 0 其他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三安增持 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0 91,697,853 2.25 0 未知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463,256 87,730,469 2.15 0 未知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459,989 80,459,989 1.97 0 未知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433,444 80,258,191 1.97 0 未知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4,500,063 57,000,668 1.40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47,230,240 1.16 0 未知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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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 亿元，同比下降 0.3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30亿元，同比下降 10.5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12.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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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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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相关要求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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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财务报表：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 

（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 

（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

理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年和比较年度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年和比较年度的

本公司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二）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

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本公司据此调整可比期间列报项目，具体如下表： 

报表项目 
本集团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收益 482,504,872.89 1,582,308.82 484,087,181.71  952,056.85 952,056.85 

营业外收入 10,329,317.92 -1,582,308.82 8,747,009.10 952,056.89 -952,056.8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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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00

万元在泉州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LED芯片、集成电路研发、

生产及销售（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2月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2、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

全资子公司三安集成以自有货币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在中国上海注册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该

公司名称暂定为上海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最终以有权机构核准为准），主要从事集成电路领域

的研发及销售工作（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5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报告期末，该公司已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名称为上海三安领翔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3、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

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100 万美元在香港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香港光技



术有限公司（以有权机构核准为准），主要从事光通讯研发、生产及销售（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8年 6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报告期末，该公司已取得有权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名称为三安光电子信息通讯有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尚未对三安光电子信息通讯有限公司投资。 

4、2018年 6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

公司持有的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2%的股权作价 8万美元转让给 GCS Holdings, Inc.。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将持有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股权

比例为 49%（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