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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2019-059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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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 514 号 E 栋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 514 号 E 栋 

电话 0592-7616059 0592-761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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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591,057.38 513,069,935.84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80,679.49 124,697,007.69 -9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54,486,784.00 44,818,825.09 -2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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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392,941.19 118,537,710.26 1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0 0.1741 -9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0 0.1741 -9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4.51%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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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1,485,714.31 6,381,127,888.66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76,424,042.14 2,887,530,245.42 -0.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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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市南烨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5% 70,885,975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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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60,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山西黄河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太行产业并购

私募基金 

其他 6.39% 4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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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43,7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建卓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 20,987,924 0 

质押 12,097,385 

冻结 0 

郭宇麟 境内自然人 2.39% 17,233,070 0 
质押 0 

冻结 0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国通信

托·紫金 15 号卓

丰增持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99% 14,299,903 0 

质押 0 

冻结 0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国通信

托·紫金 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9% 14,299,871 0 

质押 0 

冻结 0 

叶孙义 境内自然人 1.83% 13,166,300 0 
质押 0 

冻结 0 

王向武 境内自然人 1.51% 10,88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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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8 月 5 日，正德远盛、正德鑫盛、和聚鑫盛（上述三支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与福建卓丰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乾照光电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行使

提案权和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2019 年 6 月 14 日，正德远盛、正德鑫盛与福建卓丰

签署《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继续有效的确认函》，同时福建卓丰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其一

致行动人苏州和正所持乾照光电 630 万股股份，该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和正不再持有乾

照光电股份。和君正德与福建卓丰的相关持股主体仍为一致行动关系，并将根据一致行

动协议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 根据《国通信托•紫金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

同》约定，紫金 6 号信托计划为福建卓丰的一致行动人；根据《国通信托•紫金 15 号卓

丰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紫金 15 号信托计划为福建卓丰的一致

行动人。 据此，上述五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2018 年 10 月 30 日，南烨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岩莉与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太行产业并购私募基金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故，上述三方构成一致行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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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14,687,924 股，通过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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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98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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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LED行业仍处于调整阶段，各公司生存盈利压力不断加大，在此情况下，公司始终坚守LED主业不动摇，

各业务板块有序发展，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159.11万元，实现营业利润917.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498.07万元，同比降低96.01%。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坚守LED主业，助力深耕行业地位 

红黄光领域，坚持“扩产+扩充高端产品”的发展战略。在扬州子公司投产7.3亿元用于实施红、黄光LED芯片及三结砷

化镓太阳能电池的扩产，2018年已陆续释放产能，未来红黄光芯片产能将持续提升。正装红光LED芯片、小功率反极性红光

LED芯片、中大功率反极性红光LED芯片的性能持续提升；公司高端倒装芯片、红外芯片等产品已经批量生产并对外供货。 

蓝绿光领域，实施“全面扩产，规模跟随”的布局战略。2018年1月，乾照光电南昌基地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动工，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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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全面建成。公司在蓝绿光领域积极顺应市场趋势，优化升级产品结构，经过近4个月的设备调试，南昌基地项目所生产

的芯片性能得到了极大提升、生产研发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高端化合物芯片领域，2018年11月，公司发布公告出资15.9亿元建设VCSEL、高端LED芯片等半导体研发生产项目，推

动LED芯片技术升级、拓展应用范围及高端产品国产化，目前VCSEL、高端LED芯片等半导体研发生产项目建设按计划进

行。公司合作开发的单色AM Micro-LED显示屏，已可实现动态显示，有望实现彩色化。 

2、加强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公司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重视研发投入、积极研发创

新。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共获得34项发明专利授权、22项实用新型授权，同时新增申请49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

型，进一步争取未来市场的主动权。凭借持续的研发力量投入，2019年上半年公司获得“福建省光电行业领军企业”、“福

建省光电行业年度优秀品牌企业”、“福建省光电行业创新发展企业”等荣誉。 

3、注重人才培养，助力乾照事业发展 

公司始终将人力资源作为管理体系的关键发力点，鼓励帮助人才实现自我价值，通过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培训管理

系统发现和培养人才，提升员工个人能力及素质，切实保护员工的各项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者关系，不断调整完善薪酬及

绩效体系，促进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 

4、强化企业信息化建设，构筑企业发展助力器 

公司在坚定不移发展公司业务的同时，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抗风险能力，始终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项长远的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上进一步升级完善，不断夯实信息系统基础构架，

SAP系统配以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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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完善公司内部

沟通机制，强化企业信息化建设，为公司的长足发展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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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维护好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渠道，

建立起与资本市场的良好沟通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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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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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 》（财会〔2019〕6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及相应会计政策进行修

订、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于2019年8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由监事

会及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进行批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财务报表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如下： 

表1：对于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变更内容说明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影响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1,100,138,835.25  537,128,780.78  

应收账款 563,010,054.47  

小计 1,100,138,835.25  1,100,138,835.25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

账款”两个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897,314,414.42  396,094,224.46  

应付账款 501,220,189.96  

小计 897,314,414.42  897,314,414.42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表2：对于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变更内容说明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度影响金额 2018年1-6月影响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将“减：资产减值损

失”调整为“加：资产

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减：资产减值损

失 

加：资产减值

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1,939,213.34  -21,939,213.34  9,299,104.74  -9,299,1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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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子公司厦门乾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年新设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孙公司）厦门征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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