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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9-034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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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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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兴精工 股票代码 0025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琳霞 王苏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120

号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120

号 

电话 0512-62625328 0512-62625328 

电子信箱 cxjg@chunxing-group.com suting.wang@chunxi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四大业务版块:1、移动通信领域的射频器件及精密轻金属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消费类电子领域的玻璃盖板及精密轻金属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3、汽车零部件领域的精密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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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结构件及钣金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4、电子元器件分销。 

在移动通信领域：公司是通信射频器件及其精密轻金属结构件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以射频技术为核

心，为客户提供无线射频基站相关的天线、滤波器、双工器、塔放、合路器、微波传输等全系列射频器件、

结构件产品及解决方案。在与客户进行5G前沿相关技术的预研和产品开发方面，公司居于行业领跑地位。

公司已与世界知名通讯设备系统集成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 

在消费类电子领域：公司主要为国内主流手机品牌厂商、笔记本电脑、智能穿戴、汽车触控显示、工

业触控显示厂商提供金属结构件和玻璃盖板结构件等产品；公司上述行业内国内外主流的厂商和ODM厂商

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欧珀、华为、小米、努比亚、华硕、索尼、日立、LG等。 

电子元器件分销领域：公司以深圳华信科和Worldstyle为经营主体，为手机、车载、安防、家电、物

联网、无人机，智能穿戴，机顶盒等行业的客户，提供核心电子元器件采购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公司是中

国本土重要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之一。华信科和Worldstyle已取得诸多知名上游原厂代理商资质，主要有

三星、松下、汇顶、唯捷创芯、罗姆、国巨、芯导、杰夫微、京瓷等，已形成稳定的代理商体系；目前已

完成触控IC、电容、电感、电阻、连接器、指纹识别芯片、射频芯片、存储器件等产品线的代理布局，也

积累了一大批优质的客户，如小米、中兴、闻泰、创维、龙旗、联想、视源、移远、中诺等。 

汽车零部件领域，主要生产汽车精密铝合金结构件，钣金冲压件，现有主要客户是特斯拉、马勒、群

志、华纳圣龙。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行业发展趋势及行业地位 

①通信行业 

从通信技术发展历程看，移动通信大约每十年经历一次标志性技术革新：1G到2G实现模拟通信到数

字通信的转变，手机在该阶段开始普及；3G在数据能力上实现突破，移动多媒体业务开始发展；4G的传

输能力再次提升一个量级；作为4G的下一代通信技术，与4G相比，5G不仅在原有性能上实现了提升，更

是万物互联的基石，因此受到各国高度重视。从全球视角来看，5G是下一轮信息科技革命的制高点，5G

将催生万物互联，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5G物联网，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或会到来；从我国情况来看，

大国崛起的背后需要雄厚的科技支撑，加快国产芯片研发、决心领跑全球5G进程，国内的运营商、设备商、

终端厂商都在蓄力5G；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产业不断成熟背景下，目前已是5G投资建设的起点，5G的发展，

将带动基站、天线、射频器件等通信设备产业的快速发展。5G技术特点促进基站需求增加，新一轮基站建

设不可避免，基站数量增加叠加大规模天线阵列的广泛使用，基站滤波器将迎来新一波需求高峰。 

公司主营产品通信设备滤波器射频器件和铝合金结构件，是基站建设的核心零部件，主要客户包括诺

基亚、华为、爱立信等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未来几年，在5G技术推进与网络建设的巨大

市场机遇中，公司通讯设备铝合金结构件和滤波器射频器件业务，将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②消费电子行业 

消费电子产品特别是市场规模巨大的智能手机产品，外观结构件的主要发展主要趋势将是金属机身为

http://www.baidu.com/link?url=u4J8Jxbf0OT7N26fR_SDKnbzwXY3wuYpmyNqIiEhH8dVwQFsgejlQEicrHBBV0o8B6mEOUszsbp0NRX7MFZ_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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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玻璃材质上升，陶瓷应用空间受限。2012年前，包括在此之前的功能机时代，手机机壳主要以塑料

材质为主，其间虽也出现过金属、玻璃等多种其它设计方案，但塑料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经过近年来的发

展，目前金属机壳渗透率接近50%，成为行业主导设计方案。然而随着5G时代到来，具备5G功能的智能手

机将会逐步面世，而5G信号波长更短，更密集，继续对金属后盖进行采用分段的形式，将更难看且难以实

现，同时无线充电等新功能有望逐渐落地，金属机壳的信号屏蔽的劣势将日趋扩大，非金属机壳设计可以

有效解决信号传输问题，将进一步加速手机机壳去金属化趋势。目前三星、iPhone先后推出了玻璃机身的

产品，而国产品牌小米、华为不仅推出玻璃机身，在更高端的产品上还采用了陶瓷机身。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陶瓷材料工艺受限，目前很难形成大规模运用，而玻璃成本较高，容易沾染指纹，难以清理。另

外，3D玻璃整体价格仍然偏高。尽管玻璃进行了钢化处理，边框凸起，但就大概率上来说，玻璃材质的手

机仍然是不耐摔的；况且手机终日暴露在空气中，很难完全阻绝小沙粒，日久天长，很容易被磨花。金属

机身由于工艺成熟以及材质上的优势仍然是市场的主流，而玻璃材质有望在部分高端产品中采用，缓慢上

升；陶瓷则上升空间有限。 

消费电子产品，外观差异化、产品重量控制和成本控制已成为此类产品在设计生产时考虑的重点。公

司立足国内，致力于消费电子产品，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笔记本产品的外观结构件的整体解决方

案能力的建立。公司依托已经形成的铝合金加工制造能力与服务优势，积极布局消费电子结构件业务，目

前已整合形成以金属结构件与玻璃材质业务为主的结构件垂直一体化研发与制造平台，其中，玻璃业务的

经营主体为深圳凯茂科技，未来业务重点是2D/2.5D/3D玻璃领域；金属结构件业务以惠州春兴为经营主体，

主要产品包括金属机壳、金属小件。争取在巨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市场中取得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笔记本

电脑结构件业务的快速成长。 

③电子元器件行业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信、计算机及网络、数字音视频等系统和终

端产品发展的基础，对于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做大做强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电子元器件行业位于

产业链的中游，介于电子整机行业和电子原材料行业之间，电子元器件下游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几乎涉及

到国民经济各个工业部门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既包括电力、机械、矿冶、交通、化工、轻纺等传统工业，

也涵盖航天、激光、通信、高速轨道交通、机器人、电动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起，通讯设备、消费类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应用产品、汽车电子、机顶盒等产业发展迅猛，同时伴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细分领域来看，随着5G、移动

支付、信息安全、汽车电子、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当前，我国电子信息

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对工业化和信息化起到的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电子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带动电子元器件产业强劲发展。我国许多门类的电子元器件产量

已稳居全球第一位，电子元器件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已经成为扬声器、铝电解电容

器、显像管、印制电路板、半导体分立器件等电子元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同时，国内外电子信息产业的

迅猛发展给上游电子元器件产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汽车电子、PDA、互联网应用产品、机顶盒

等产品的迅速启动及飞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中国电子元器件市场的发展。在通讯类产品中，移动通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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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普通电话等都需要大量的元器件。另外，计算机及相关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的需求依然

强劲，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市场发展的动力。 

④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经历2001-2010 年十年行业高增长黄金时代后，当前中国汽车行业逐步由成长期步入成熟

期，此阶段行业体现行业增速放缓、保有量提升等特征。汽车产业处于成长向成熟期过渡阶段，产业集中

度提升，叠加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等变化趋势，汽车正处于从内燃机为动力向电驱动技术为主的

新能源技术转变、从机械件向电子件转型的电动智能变革时代，行业面临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的升级，

新兴零部件快速增长。 

汽车零部件版块国内与海外市场的替代效应不断加强。众多整车厂对于成本的把控会将降价压力部分

传导至上游，零部件厂商有望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替代外资及合资零部件供应商。 

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将大幅带动汽车铝合金材料的需求。随着未来铝合金在汽车上

的用量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加速发展对车用铝镁合金结构件的需求增加，预计未来十年汽

车铝合金压铸结构件的需求，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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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932,831,022.99 3,804,480,130.63 29.66% 2,535,856,45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96,845.11 -359,140,555.97 111.14% 163,453,19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90,734.80 -395,460,047.88 106.19% 137,571,15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895,447.31 -36,732,420.81 919.15% 331,805,71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2 112.5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2 112.5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2.85% 14.33% 8.4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754,820,807.31 8,302,011,476.14 5.45% 5,442,062,35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4,656,928.59 2,684,100,984.53 1.51% 2,018,717,6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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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09,071,208.54 1,309,146,562.93 1,293,230,807.60 1,321,382,44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7,749.35 26,925,718.42 14,083,395.30 -4,160,0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54,977.84 15,774,715.58 16,935,925.10 -16,074,88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57,814.00 93,536,500.29 256,809,220.40 -62,508,087.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6,5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0,18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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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洁晓 境内自然人 38.55% 434,820,000 434,820,000 质押 433,959,988 

袁静 境内自然人 4.28% 48,300,000 36,225,000 质押 48,299,998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

西藏信托－瑞

新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23,191,791 0   

金鹰基金－工

商银行－万向

信托－浙源 1

号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20,725,388 0   

#赵宏 境内自然人 1.06% 11,994,611 0   

北信瑞丰基金

－招商银行－

华润信托－华

润信托·博荟 46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11,931,935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宝盆 3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8,764,104 0   

光大保德信资

产－浦发银行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4% 6,062,2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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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际信

托－云信智兴

2016－2007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宋强 境内自然人 0.29% 3,327,5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8% 3,174,2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孙洁晓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袁静女士为本公司董事长，袁

静女士与孙洁晓先生为夫妻关系,孙洁晓先生通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

宝盆 3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8,764,104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3,584,104 股。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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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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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专注效益提升，推行组织架构改革、降本增效、精益改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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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双增长，公司整体业绩实现扭亏为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3,283.1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6%；营业利润11,308.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999.68 万元，同比增长111.14%；公司年末总资产875,482.08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5.4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72,465.69万元，同比增长1.51%。 

通信业务方面，通信射频器件的海外业务获得了大幅的增长，核心客户爱立信、诺基亚销售业绩大幅

提升，并确立了爱立信的核心供应商地位；滤波器销售量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更进一步巩固并扩大通

信业务的市场份额。 

消费电子业务方面，下属子公司深圳凯茂科技专注于2D/2.5D/3D玻璃前后盖板的生产和加工，多举措

拓展市场，狠抓优质客户，优化工艺降低成本，突破产能瓶颈，已与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商、手机玻璃制

造商建立稳定的业务关系。报告期内，新型材料在车载玻璃和手机玻璃业务取得积极成效，整体实现销售

收入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方面，受益于电子元器件市场行业产能结构调整、终端新应用市场需求增长，下

属子公司深圳华信科抓住市场机遇，以服务大客户为核心，扩充多条产品线，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 

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紧跟目前绿色驾驶和智能驾驶的概念，与特斯拉合作开发Model 3汽车电池内的

busbar功能件和超级充电桩内的busbar功能件，与LG一起开发SGM 的电动汽车逆变器箱体，与大陆汽车合

作开发了多款ADAS智能驾驶的雷达感应盒体。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稳步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精密铝合金结构件 1,893,830,995.65 233,443,362.28 12.33% 36.21% 3,171.05% 12.87% 

移动通信射频器件 1,271,803,803.51 201,276,969.25 15.83% 20.82% 154.52% 8.31% 

电子元器件分销业

务 
984,063,294.56 265,461,388.65 26.98% 189.08% 309.57%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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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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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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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 

         本公司执行此项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 -248,795,709.75 

应收账款 -1,299,751,731.1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48,547,440.94  

2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 

3 固定资产 — 

固定资产清理 — 

4 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 — 

5 应付票据 -1,167,322,323.44 

应付账款 -936,735,760.8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04,058,084.32  

6 应付利息 -4,334,081.80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4,334,081.80 

7 专项应付款 — 

长期应付款 — 

8 管理费用 -113,249,937.53 

研发费用 113,249,937.53 

 （2）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使用的时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为了合理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可

收回性，结合公司产品销售中货款

回收情况及信用风险特征，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各项业务的实

际情况，公司对电子元器件分销板

块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

苏州春兴

精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第

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

2018年8月1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电

子元器件分销板块应收款项

余额为398,239,752.73元，按

照原计提方法，年末应该计提

坏账准备15,744,963.85元；按

照现计提方法，年末计提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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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变更。由账龄1年以内计提

坏账5%变更为6个月以内（含六个

月）不计提坏账准备，7-12个月计

提5%。 

会议决议 准备为1,437,615.65元。会计

估计变更影响利润总额为

14,307,348.20元；影响净利润

10,730,51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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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北京春兴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 苏州春兴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3 惠州春兴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4 仙游春兴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5 西安春兴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6 仙游纬武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7 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新设 

8 Chunxing Holdings II (USA) Ltd. 新设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 

2 CHUNXINGHOLDINGS(USA)LTD. 出售 

3 苏州春兴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   静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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