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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6-046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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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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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王维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兴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兴华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乾照光电 股票代码 300102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国胜 张妙春 

电话 0592-7616279 0592-7616258 

传真 0592-7616278 0592-761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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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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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458,339,249.93 221,267,754.66 10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6,174,755.30 24,343,876.81 -12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151,305.64 19,771,930.33 -22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325,762.03 11,470,587.37 -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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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353 0.0194 -79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413 -12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413 -12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1.35% -1.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99% 1.1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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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068,434.53 3,360,603,291.21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2,445,790,140.79 2,451,964,896.09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4714 3.4802 -0.25%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48,858.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833,162.2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909,911.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1,551.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19,215.91  

合计 17,976,550.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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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 112,173,977 87,012,327 质押 106,410,289 

邓电明 境内自然人 12.87% 90,646,600 90,646,600 质押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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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基金－工商 其他 4.09% 28,818,443 28,81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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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鑫龙 155

号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菱信基金－

光大银行－申万

菱信资产－华宝

瑞森林定增 1 号 

其他 3.68% 25,936,599 25,936,599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中融

－财富 1 号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3.68% 25,936,599 25,936,599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泓

德泓富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86% 20,172,911 20,172,911   

叶孙义 境内自然人 1.98% 13,950,000 0   

王向武 境内自然人 1.53% 10,7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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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4,8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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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由于下游LED节能照明产品的普及，LED产品需求继续增长，LED产业链产能释放。同时，LED芯片价格企

稳，蓝绿光芯片的个别主流型号价格稳中有升。2016年上半年度，公司不断加强红黄光LED外延片及芯片的研发与市场拓展，

保持红黄光领域的优势；同时，继续提高蓝绿光LED外延片及芯片的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33.92万元，同比增加107.14%；本期发生期间费用为7,603.99万元，同比增加54.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17.48万元，同比下降125.36%。净利润亏损主要原因系：1）LED蓝绿芯片产能处于上升期，导

致其毛利率偏低；2）LED芯片项目研发投入费用的增加，致使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比较有所上升；3）蓝绿项目的投入，生

产设备的融资租赁费用增加，致使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比较有所上升。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532.58 万元，

同比下降931.05%，主要系随投产量增加而致使材料采购支出及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在生产改进方面，公司不断完善生产管理制度，通过完善制度及流程、严把各道生产关、确保产品质量；同时加大

生产系统的梳理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效率，实现各生产环节的良好衔接，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协同发展。在公司全

体共同努力下，传统红黄光业务业绩稳定增长；蓝绿光项目的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并实现量产，产品性能快速提升、紧跟行

业一流厂商。 

2）在研发投入方面，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任务。坚持自主创新，积极展开专利布局，加大研发项目的投入，

迅速推进公司多元化产品的研发，提升公司综合发展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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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业务拓展方面，公司及各子公司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多方位、多角度地拓展销售渠道。在努力提升公司销售业

绩的同时，及时将客户的需求、建议反馈传达给公司生产部门及研发团队，为公司生产部门能够及时精确调整生产计划以及

研发部门确立、调整研发方向提供充足可靠的信息来源，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研发。 

4）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变更

经营范围和修改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重新委派监事的议案》；公司于2016年6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国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以上会

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公司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进行合理有效的管控，

同时积极支持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规范长久发展。 

    5）在员工激励方面，公司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多渠道凝聚员工的向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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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深入交流，贯彻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根据多方位的培训调研反

馈，针对不同岗位性质的员工，严格制定2016年度培训计划，鼓励倡导员工自主学习，为公司持续发展增添后备力量；公司

顺利完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员工参与公司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吸引

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更好地促进公司与员工的协同发展。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芯片及外延片 306,281,116.95 257,605,309.95 15.89% 49.73% 87.74% -17.03% 

LED 相关产品 129,721,043.11 131,143,539.23 -1.10% 5,690.38% 7,609.68% -25.17% 

其他 22,337,089.87 15,495,760.26 30.63% 54.38% 55.21% -0.3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7.14%，主要系LED蓝绿芯片、子公司供应链业务产品、照明应用产品销售量增加影

响所致。 

2）本年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171.48%，主要系：A）2016年LED蓝绿芯片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其毛利率低于红黄芯

片毛利率，从而拉低整体主营业务毛利率；B）蓝绿芯片目前尚未达到满产状态，故其固定成本对产品毛利产生一定影响，

但随蓝绿芯片产能的不断提升，其产品毛利率逐渐增长。 

3）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25.36%，除LED蓝绿芯片毛利率影响外，其他主要原

因系报告期内：A）LED芯片项目研发投入费用的增加，致使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比较有所上升，从而导致净利润同比下；

B）由于蓝绿项目生产设备的融资租赁费用增加，致使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比较有所上升，从而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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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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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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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