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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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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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旺电子 60322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恬 覃琳香 

电话 +86-0755-83892180 +86-0755-83892180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

务广场C座19层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

务广场C座19层 

电子信箱 stock@kinwong.com stock@kin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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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750,641.84 4,777,396,648.66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63,562,532.74 3,276,437,988.59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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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294,653,300.62 289,611,884.67 1.74 



营业收入 2,274,790,076.21 1,969,983,181.19 1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1,124,544.15 315,876,819.33 2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6,500,269.75 316,978,826.99 1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49 10.56 增加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6 0.77 2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6 0.77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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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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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26 152,014,080 152,014,080 质押 13,000,000 

智創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7.26 152,014,080 152,014,080 无 0 

东莞市恒鑫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1 22,883,838 22,883,838 质押 2,500,000 

深圳市景俊同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43 18,080,001 0 无 0 

深圳市嘉善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8 15,008,001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3,475,13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0.27 1,099,979 0 无 0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平

安资产如意 2号资产管理

产品 

其他 0.26 1,050,059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1,049,775 0 无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023,17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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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国际经济动荡，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欧盟经济危机加深、朝鲜半岛不确定性

等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利因素。中国 PCB 行业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机，全球 PCB制

造继续向中国大陆转移、国内 PCB 行业整合趋势明显、PCB 产品下游应用领域受汽车电子、消费

电子、5G应用、工业机器人等多方面综合作用增长态势可观，能够在挑战中不断完善企业治理、

充分抓住发展机遇的 PCB制造商将脱颖而出。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带领核心管理人员紧紧围绕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经营计划，积极

应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制定了更为清晰的执行措施、坚持技术引领、

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管理，企业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长远

发展奠定更为夯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75 亿元，同比增长 15.47%，营业利润 4.70 亿元，同比增

长 22.5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91亿元，同比增长 23.82%。公司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坚持客户中心、品质优先的原则，大力开发和引进全球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 PCB、FPC两大业务齐头并进，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深入贯彻品质优先

的管理理念，结合市场发展情况积极开拓新领域、引进新客户。以“精心精品”的理念生产每一

个产品，注重过程管理，强调追求零客诉、零退货。报告期内，公司的优秀制造能力和产品品质

获得了客户高度赞誉，博世汽车颁授优秀供应商奖、科世达颁授最佳配合奖、vivo颁授年度一级

FPC 品质奖、天马颁授全球卓越质量奖、海拉颁授优秀供应商奖等。报告期内，依托良好的产品



质量口碑和多元化产品技术支持能力，公司成功引进了汽车电子、自动驾驶、新能源、5G相关应

用、OLED显示、无线充电等应用领域的客户，包括法雷奥（Valeo）、安波福（Aptiv）、德尔福技

术（Delphi Technologies）、Lumileds、三星 SDC、宁德时代、安费诺、德普特等，为公司可持

续发展打下稳固的客户基础。 

（二）科学有效推进新项目建设、产能有序扩张 

公司董事会结合企业发展规划，201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江西二期项目的建设，在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帐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实施项目建设工作。公司采用边建设边投产的

方式推进江西二期项目建设工作，报告期内，继首条智能化生产线在一季度末投入生产之后，第

两条智能化生产线以第二季度投入生产，已投产的两条生产线的产能产出快速提升，报告期末形

成逾月产 10万㎡的产能。目前，公司正紧锣密鼓的进行第三条线的安装和调试工作，预计三季度

末投入生产。 

同时，公司于报告期内积极推进珠海景旺生产基地建设条件的筹备，完成了珠海景旺环评申

请工作，获得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对珠海景旺年产高密度印刷电路板 300 万㎡、柔性线路板 200

万㎡产业化项目的同意批复，为新产能的持续扩张提供基础条件。 

（三）积极开展新技术研发，为满足客户需求提供技术基础 

结合对未来产品发展趋势的判断及市场需求，公司大力投入优势战略资源进行技术研发，报

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1.08亿元，同比增长 30.93%，取得了新增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共计 34项，

新增生产流程优化技术、环保生产技术、多样化产品类型技术等非专利技术研发 8 项，实现高密

度多层柔性板、高精度指纹识别柔性板等研发技术的批量化生产应用，积极储备了汽车电子、自

动驾驶、智能消费电子、5G 无线通讯等方面的新技术，大力开发并积累了汽车电子安全部件 PCB

产品、应用于 5G通讯设备的 PCB产品的制造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通过并

被评选为省级智能终端印制电路版智能制造示范项目、龙川景旺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称号，江西景旺获得省级科技奖励“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四）夯实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积极构建人才洼地 

公司视人才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报告期内，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各

项专业模块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结合公司发展规划，逐步构建适合企业的核心人才选、用、育、

留机制。充分依靠公司的平台和激励机制，凝聚了一批符合公司发展需求、与企业文化契合的优

质人才，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以奋斗者为本、与奋斗者共赢的企业文化氛围。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外部引进、内部培养方式进一步梳理、确立组织架构中的关键岗位，开展了关键人才个人发展计

划项目，组建内部导师团队上百余人，对关键人才进行一对一、多对一专项辅导，同时针对管理

类、专项技能类聘请外部讲师举办讲座四十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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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二届同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公司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对存货的成本

核算方法由实际成本法变更为标准成本法进行核算，月末根据差异率进行差异分配，将标准成本

调整为实际成本，详见本半年度报告第十节第五小节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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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