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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7-078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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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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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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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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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照光电 股票代码 3001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文辉 张妙春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59-269 号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天路

259-269 号 

电话 0592-7616279 0592-7616258 

电子信箱 300102@changelight.com.cn 300102@changelight.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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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4,312,474.97 458,339,249.93 2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796,540.36 -6,174,755.30 1,7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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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9,610,551.08 -24,151,305.64 42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1,702,931.90 -95,325,762.03 22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0.0088 1,74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0.0088 1,74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0.25% 4.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38,794,623.76 3,297,333,231.75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95,098,320.94 2,500,347,313.69 3.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9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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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勇 境内自然人 11.58% 81,564,027 81,564,027 
质押 65,036,650 

冻结 26,527,377 

深圳和君正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正德远盛产业

创新结构化私募

基金 

其他 8.52% 60,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深圳和君正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正德鑫盛一号

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6.20% 43,7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盛云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13% 22,051,373 22,051,373 

质押 0 

冻结 0 

叶孙义 境内自然人 1.98% 13,9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王向武 境内自然人 1.53% 10,764,400 0 
质押 0 

冻结 0 

兴证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59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2% 10,704,815 0 

质押 0 

冻结 0 

林锦健 境内自然人 0.89% 6,302,227 0 
质押 0 

冻结 0 

苏州和正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和聚鑫盛一号基

金 

其他 0.89% 6,3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廖添寿 其他 0.89% 6,258,700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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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和君正德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易阳春先生兼任苏州和正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

构化私募基金、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苏州和

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聚鑫盛一号基金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林锦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43,302 股，通

过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958,925 股，实际

合计持有 6,302,227 股。 

2、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廖添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首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258,7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6,258,7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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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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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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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ED 产业链相关业 

新起点，新气象，新征程，新战略。2017 年已悄然过半，公司管理团队不负使命，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坚持“团结奋进，

专注创新，诚信求实，追求共赢”的企业文化，并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整体

运行平稳，业绩实现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稳健运营，实现营业收入 57,431.25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外延片及芯片实现营业收入 55,436.77 万元，

同比增长 81.00%)，实现营业利润 9,784.88 万元，同比增长 585.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179.65 万元，同比

增长 1,748.59%。本公司本期较上年同期净利润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亮点如下： 

（1）深耕主业，抢占市场份额 

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战略规划，进一步践行做大做强的既定目标，无论是积极推进扬州子公司

“红、黄光 LED 芯片及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的扩产项目”的实施还是公司通过受让股权参股南昌凯迅光电有限公司，都

有利于公司迅速应对市场变化抢占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促进企业工艺升级和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总体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进而巩固乾照光电作为国内一流高亮四元 LED 芯片专业生产商的地位。 

（2）推进集团化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集团化运作为核心，朝着国内一流企业的方向，以期实现公司从条块分割向协同运作转变，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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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散向优化配置转变，从管理粗放向精益运营转变，建立战略协同、资源优化、标准统一的集团化发展道路。以集团化为

背景，制定推动科学发展的战略规划，确定资产优良、产品优质、业绩优秀的战略目标，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以人为本，谋求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企业是员工的归属，员工是企业的财富”，天道酬情，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积极参与。公司向来本着情为

员工所系、利为员工所谋、权为员工所用的精神，以人为本，全方位关爱员工，争创员工福利，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上下

一心同求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期实现公司与员工利益共享，吸引和保留更多优秀员工，

更好地促进公司与员工的协同发展；同时，为了给员工搭建自我价值实现的舞台，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定期或不定期

召开员工座谈会等方式，使广大一线员工与管理层得以面对面深入交流，建立了既能体现关爱员工又可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系

列制度及措施。 

（4）提升内部机制、助力公司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工作指导思想执行各项工作，从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内控制度等方面进行持续、及时的

改善。对于销售与收款循环，建立严格的信息传递程序，健全明确的职责分工体系；对于采购与付款循环，及时组织好资产

的采购、验收业务，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对于可能出现的生产、销售、研发方面的风险，能够做到及时根据风险特征完善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和管理流程，继而减少风险的发生；加强作风建设和绩效考核，完善人才队伍培养机制和职业晋升通道，

突出专业技能的重要性，为人才成长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5）得到多部门认可，荣获多项荣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得到业界同仁的广泛认可并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如 2017 年 1 月，乾照光电 LED 芯片荣获“高工 LED

金球奖 2016 年度芯片类年度客户信赖品牌提名奖”；2017 年 4 月，被评为 2016 年度福建省光电行业“领军企业”、“优秀品

牌企业”、“创新型企业”；2017 年 5 月，被评为 2017 年度福建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高成长企业；2017 年 6 月，被评为 2017

年度厦门市重点工业企业。良好的信誉和口碑，是支持公司快速发展并成为行业领导厂商的主要原因。上述荣誉称号的获得

将增强市场对企业信誉与公司产品的信心，利于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水平。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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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支付投资款，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也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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