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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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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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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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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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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日电子 600203 ST福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智飞 吴智飞 

电话 0591-83320765 0591-83320765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

务中心2号楼13层 

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

务中心2号楼13层 

电子信箱 wuzf@furielec.com wuzf@furiele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717,219,401.98 7,492,445,039.45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39,002,124.92 2,103,945,320.09 -3.0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388,058,336.44 108,474,303.51 -457.7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5,036,281,149.78 5,753,183,817.09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759,256.47 49,392,506.27 -2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634,466.22 -22,748,483.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7 2.38 减少5.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41 0.1082 -233.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41 0.1082 -233.1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17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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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5 94,234,189 0 无 0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9.57 43,677,021 0 无 0 

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12,900,545 0 未知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

永智 1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30 10,513,823 0 未知  

霍保庄 境内自然人 1.43 6,505,504 0 未知  

王清云 境内自然人 1.26 5,731,808 0 未知  

陈景庚 境内自然人 1.06 4,856,960 0 未知  

夏剑锋 境内自然人 0.95 4,321,042 0 未知  

张宇 境内自然人 0.66 3,000,000 0 未知  

福建省鞋帽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2,985,62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福日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福日 01 143546 2018.4.9 2021.4.9 10,000 6.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4.39% 61.8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19   2.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造成阶段性冲击，对供应链、

人员管理、复工进度、订单需求、物流运输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努力克

服疫情不利影响，在危机中寻求新的机遇，在变局中寻求新的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36 亿元，同比减少-12.46%。第二季度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

正常，实现营业收入为 33.18 亿元，较一季度增长 93.26%，同比增长 9.92%。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通讯及智慧家电 

通讯及智慧家电所属公司实行差异化调整年度经营指标，根据疫情发展，降低重疫区企业指

标，提升轻疫区企业指标；制定供应链平稳方案，保障上游供应的质量和产能储备；团结客户，

积极支持和配合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客户，做好销售策略调整；积极导入新客户、新项目，努力把

疫情影响的损失降到最低。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总部经济建设，完成深圳总部建设及搬迁工作并推进深圳

龙华工厂建设及非手机业务发展。公司在维持原有优质手机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平板电脑、

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无人机、MBB 等新领域，持续挖掘其他品牌客户，实现业务多元化

发展，从而优化产品结构，拓展市场发展空间。  

（二）LED 光电 



受全球疫情蔓延影响，LED 光电相关订单大量减少、收入回落，公司主要通过加强精细化管

理来提升运营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目前 LED 光电业务经营情况明显好转，深圳市源磊科技

有限公司已完成 MES 二期实施及 HR 系统升级优化，通过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核算管理、减员增

效等措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多方引进销售人才，强化销售团队建设。公司 LED平台拓展城市 LED

照明项目也逐显成效。 

（三）内外贸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贸易平台多措并举推动平台建设。积极参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内外部企业供应链项目合作，扩大电子元器件类业务规模；加强与央企、福建省属国企的

物资供应链项目合作，提升业务占比；推进医疗器械配送平台建设，福建福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获二类医疗许可证资质，加快推进医疗器械出口业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
[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
处理。 

已经董事
会审议批
准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本公司

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

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执行新收入准则不影响公司的业务模式、

合同条款、收入确认，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无差异。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

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章附注三、（三十三）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

年初(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此页无正文，系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董事长签字页。） 

 

 

 

 

 

 

 

                                                董事长：卞志航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