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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9                             证券简称：明阳电路                             公告编号：2018-051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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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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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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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阳电路 股票代码 3007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小亮 周宇英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星第二工业区南

环路 32 号 B 栋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星第二工业区南

环路 32 号 B 栋 

电话 0755-27243637 0755-27243637 

电子信箱 yangxiaoliang@sunshinepcb.com zqb@sunshinep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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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889,888.29 505,817,975.50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73,771.07 59,180,071.55 -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671,589.00 56,108,960.26 -4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694,263.64 65,550,384.68 -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8 -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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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8 -3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12.56%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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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617,963.97 992,157,591.90 6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2,385,710.09 526,907,212.25 122.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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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润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95% 110,779,200 110,779,200 质押 3,000,000 

深圳盛健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 9,415,982 9,415,982   

深圳圣盈高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9% 8,662,500 8,662,500   

孙文兵 境内自然人 2.56% 4,725,000 4,725,000   

深圳利运得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2,882,880 2,882,880   

深圳健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1,534,438 1,534,438   

杨小亮 境内自然人 0.32% 600,000 600,000   

周彩霞 境内自然人 0.12% 213,500 0   

陈慰忠 境内自然人 0.09% 171,066 0   

李青 境内自然人 0.07% 122,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润玺投资、深圳盛健、深圳健玺、利运得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佩珂

持有公司股东润玺投资 100%股权，并担任深圳盛健和深圳健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

佩珂分别持有深圳盛健和深圳健玺 27.85%、4.40%的份额。此外，张佩珂之岳母刘湘娥

持有深圳盛健 0.80%的份额。张佩珂之姐夫杨景林持有公司股东利运得 100%的股权。 

2、孙文兵、圣盈高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股东孙文兵持有公司股东圣盈高 100%的股权。

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新利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公司股东李

新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450 股，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81,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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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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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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在宏观经济存在一定下行的压力下，公司所处的印制电路板行业具有挑战性且充满竞争，公司克服宏观经

济的不利因素，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53,889,888.2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5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2,573,771.0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06%。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639,617,963.97元，较上年度末

增长6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1,172,385,710.09元，较上年度末增加122.50%。 

从行业形势看，随着产品应用结构方向的转型，如新能源汽车电子、智能终端、人工智能、5G等新兴发展领域转型的

升级所可能带来的下游快速增长需求，印制电路板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依然巨大，但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拓需要一定的

时间周期。报告期内，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的运营管理带来挑战。为应对挑战，公司

管理层在精益管理信息化、生产智能化改造、新产品的研发及推广等方面展开布局，着力于产品质量控制及成本管控，提升

公司业绩。 

（1）着力丰富产品结构，抢占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50%。公司继续完善市场转型，加快海外销售布局，力争实现服

务本地化。以海外销售子公司为依托，扩大销售辐射区域，在对海外客户的业务拓展、前期沟通、后期服务、技术支持等方

面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在战略客户开发方面，公司推动行业大客户销售策略，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客户积累，目前已与 Flex（伟创力）、

Enics（艾尼克斯）、Plexus（贝莱胜）、ICAPE（艾佳普）、Würth（伍尔特）、Adtran、Daktronics（达科）、JCI（江森自

控）等全球知名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市场中形成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在新兴行业客户开发方面，加大对新兴领域的市场拓展，围绕现有客户开发新的合作领域，后续将进一步着力于5G、

航空航天、新能源、智能电网、轨道交通、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等需求增速较快的新领域。 

（2）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九江印制电路板生产基地扩产建设项目和九江明阳研发中心项目的投入进度，为后续产能大幅提升提

供保障，新建项目高起点、高规划，能显著提升九江明阳的运营水平，同时促进现有产能继续释放和品质的提升。 

（3）加速推进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精益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在推进精益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渐引入智能化制造，以进一步提高总体生产贡献率，同时持续推

进精益化生产管理，通过人力优化、降低报废、提升品质、工艺改良、提高效率等管理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运营效率与

管理水平，以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精细线路要求。 

（4）持续加强新技术研发。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推动研发能力，迄今为止，明阳电路获得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认定、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线路板行业“百强企业”。公司不断研发行业领先技术，开发了一系列包括5阶HDI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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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z内层厚铜板，18:1高厚径比线路板，6.5mm超厚板，阶梯槽板，高频高速低损耗板，选择性沉金电金等新型产品，满足

了客户小批量，多品种，高难度的制造要求。加强新技术开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升盈利能

力。 

（5）规范内控，节约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规模的扩展和国际化布局，优化组织架构，以适应公司未来的发展。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公司各部

门集中检讨、完善各项业务流程，让业务活动制度化、文件化，并进行严格的稽查、内审等活动，减小内耗与业务风险，实

行费用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通过规范内控工作，使公司各项业务更加规范、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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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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