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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8-077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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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069,935.84 574,312,474.97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697,007.69 101,796,540.36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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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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8,825.09 79,610,551.08 -4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537,710.26 121,702,931.90 -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41 0.1445 2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41 0.1445 2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3.9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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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778,059.63 5,287,916,060.69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2,788,131.96 2,711,842,623.03 4.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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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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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 60,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王维勇 境内自然人 6.68% 47,823,427 0 
质押 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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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43,7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长治市南烨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6% 24,77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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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8% 22,051,373 0 

质押 0 

冻结 0 

叶孙义 境内自然人 1.84% 13,166,300 0 
质押 2,880,000 

冻结 0 

王向武 境内自然人 1.52% 10,886,300 0 
质押 0 

冻结 0 

郭宇麟 境内自然人 1.46% 10,45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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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6,3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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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荣火 境内自然人 0.81% 5,800,000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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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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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在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指导及努力经营下有序发展，符合公司战略规划。2018年上半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06.99万元，实现营业利润15,541.2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469.70万元，同比增

长22.50%。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推进主营业务扩产，助力深耕行业地位 

2017年5月，公司公告在扬州子公司投资 73,658.81万元用于实施红、黄光LED芯片及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扩产。目

前该扩产项目按计划顺利进行，设备正陆续到位。2017年7月，公司公告投资50亿元（分二期投入）建设南昌蓝绿生产基

地，预计一期投资25亿元，建成可实现月产60万片（折2寸片）规模的蓝绿芯片生产基地。2018年1月，江西乾照光电一

期项目基地正式动工建设，截至2018年6月，厂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扩产进度按计划进行中。  

2、多渠道融资，精耕主业 

为深入贯彻公司深耕主业的雄心，进一步夯实公司的资金实力，助力公司迅速做大做强，公司于2018年启动新一轮

再融资项目，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不超过10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南昌基地一期项目建设。2018年7月

3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未获得通过。但公司将通过多种优质

融资渠道，继续拓宽公司资金来源，继续推进南昌基地建设，坚定主营业务扩产，进一步保障公司稳健经营，切实维护

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注重人才培养，助力乾照事业发展 

重仓人才就是重仓乾照的未来。报告期内，在利益共享激励方面，公司就2017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

320万股，结合公司实际及相关考核情况进行授予；在员工能力提升方面，报公司倾力打造“乾延知训”网上学习平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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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每位员工量身打造专属学习地图，以岗带学，形式多样，并引导性的设置进阶通道，为员工及企业的发展创造平台；

在员工招聘及留人方面，公司采用多种渠道创新性的引入人才，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人力基础。 

公司创新性的开设“乾照黄埔一期”应届毕业员工集训营，历经9天的集训，通过系统性集训，增加新员工对公司的认

知度、认可度，增加团队凝聚力、合作能力，提高个人及团队综合素质有利于新进员工快速融入公司环境，为公司发展

贡献力量，成为一个优秀的乾照人。 

4、强化企业信息化建设，构筑企业发展助力器 

信息化已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助力器。报告期内，乾照光电SAP系统成功上线。从组建团队到成果输出，项目小组历

经数次夜以继日、坚持不懈的努力，根据公司的实际业务需求，设计出符合LED外延片、芯片制造行业特点的业务流程和

系统实现方案，实现了SA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与MES制造执行系统、WMS仓储管理系统、OA办公系统的深度集成，打通

信息孤岛，实现了业务财务一体化，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SAP系统的成功上线，标志着公司信息

化建设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5、高度重视公司治理，维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坚持可持续发展与稳健进取的原则，始终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投资者管理维护等作

为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在工作中，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舆情监测，维护与投资者

沟通交流的媒介，不定期举办投资者线上、线下交流会、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等活动，有效加强公司与资本市场的沟通，

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的信心及雄心，树立了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报告

期内，公司董事会及董秘获得天马奖•第九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及“最佳董事会秘书”、“2017中国十大

金牌董秘”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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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设全资子公司厦门臻裕丰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乾照照明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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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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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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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