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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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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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55,945,946.88元人民币,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25,906,529.01 元，减去发放的 2018 年度股利

292,500,000.00元，2019年度未分配利润为 1,989,352,475.89 元。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19年度末股本 22,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

每 10股派送红利 13元（含税）的分配预案，派发现金总额为人民币 292,500,000.00元，利润分

配后结存未分配利润为 1,696,852,475.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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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电子 6005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宇 臧哲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法拉

电子董事会秘书处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

99号法拉电子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 0592-6208666 0592-6208560 

电子信箱 CY@FARATRONIC.COM.CN ZANGZHE@FARATRONI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全系列薄膜电容器,

所属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行业。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开展经营活

动。  



(三) 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薄膜电容器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主要企业之一，连续三十二届进入中国

电子元件百强，薄膜电容器产销量位居世界前三位。 

薄膜电容器广泛应用于家电、通讯、电网、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照明和新能源（光伏，风

能，汽车）等多个行业，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电子电路中，是基础电子元件。未来我国薄膜电容器

行业的市场竞争将从产品生产线的扩张转向技术服务的强化和品牌的提升。超薄化、耐高温、高

能量密度、安全可靠性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简单、大批量生产将向小批量、定制化方向发展，

高端产品占全部产品的比重将逐年增大。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明确列出重点发展的产品和技术，包括：满足新一代电子整机发展需求的

新型片式化、小型化、集成化、高可靠电子元件产品；满足我国新型交通装备制造业配套需求的

高质量、关键性电子元件；为节能环保设备配套的电子元件以及环保型电子元件；为新一代通信

技术配套的电子元件；为新能源以及智能电网产品配套的电子元件；新型电子元件材料以及设备，

将有力推动薄膜电容器行业的发展。 

在市场竞争中，公司由于拥有几十年丰富的生产、研发与销售经验，公司最近几年针对市场

发展趋势及要求，加大了对新型能源用薄膜电容器的研发力度，提高了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缩

短了量产的速度，使公司具有贴近市场、反应迅速、物流成本低、对客户的技术沟通更便捷等优

势。公司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使产品生产的周期更短、应变速度更快，体现出很强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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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231,718,802.41 3,003,441,346.60 7.60 2,664,365,458.77 

营业收入 1,680,321,948.29 1,721,422,019.98 -2.39 1,697,634,25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5,945,946.88 451,856,142.64 0.91 423,580,81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7,582,421.69 440,255,838.20 -5.15 393,727,67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32,188,878.87 2,455,850,910.67 7.18 2,274,039,47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0,701,830.06 579,177,124.37 5.44 414,235,16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03 2.01 1.00 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3 2.01 1.00 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23 19.48 减少1.25个

百分点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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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72,357.81 412,899,428.32 398,001,503.06 488,448,65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797,767.28 110,679,929.9 94,871,924.94 151,596,32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8,550,595.76 106,912,274.67 91,655,729.11 130,463,82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0,369,943.84 115,647,603.95 257,585,323.44 107,098,9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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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9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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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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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 0 84,000,000 37.3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0 24,556,924 10.91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074,237 12,141,679 5.4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泓德远见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92,011 7,414,838 3.3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6,984,000 3.10   未知   未知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

资金 

-973,856 3,392,800 1.51   未知   未知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

资金 

  2,686,533 1.19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

合 

  2,670,000 1.19   未知   未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102组合 

2,058,296 2,658,211 1.18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臻远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9,186 2,569,186 1.14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 10 大股东中,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厦门建发

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发起人股东,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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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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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6.45亿元，其中国内市场实现收入 10.99亿元，同比增长 0.22 %，

国外市场实现收入 5.46亿元，同比下降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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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

追溯调整2019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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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公司，

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主体（含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本公司所控制的结构化主

体等）。 

 

公司名称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春光 

 

日期 2020年 4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