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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5                        证券简称：三雄极光                 公告编号：2018-046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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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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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雄极光 股票代码 3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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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新元 冯海英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韦涌工业区 132 号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韦涌工业区 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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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0-28660360 020-28660360 

电子信箱 info@pak.com.cn info@p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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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292,899.56 951,291,193.60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203,399.63 88,741,878.17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1,702,677.63 69,278,100.48 -2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904,804.03 -16,006,344.31 -18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64 0.3622 -7.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64 0.3622 -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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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748,196.70 2,817,387,606.07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3,536,019.38 2,259,332,619.75 -11.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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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涛 境内自然人 22.24% 62,270,297 61,660,797   

张贤庆 境内自然人 18.22% 51,029,040 50,884,216   

林岩 境内自然人 18.20% 50,965,843 50,836,818   

陈松辉 境内自然人 8.76% 24,540,417 24,290,617   

珠海广发信德

厚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 7,770,068 0   

王展鸿 境内自然人 2.60% 7,281,999 0   

黄建中 境内自然人 1.15% 3,231,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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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坚 境内自然人 0.56% 1,556,698 0   

刘艳春 境内自然人 0.24% 679,099 0   

戴光弘 境内自然人 0.16% 450,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张宇涛、林岩、张贤庆和陈松辉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股东珠海广发信德厚源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王展鸿、黄建中、黄伟坚和刘艳春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前 10

名股东中的前 4 大股东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股东戴光弘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戴光弘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6,500 股外，还通过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3,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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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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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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异常复杂，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延续平稳的发展态势，中

美贸易纠纷使外部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内照明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报告期内，

公司按照董事会提出的要求，在公司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公司在商

业照明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同时大力拓展家居照明市场，加快灯饰产品专卖店的

开店速度，积极开拓五金渠道，提高营销网络的覆盖面以及销售终端的分布密度，使公司营

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但由于市场投入的加大以及产品毛利率的下降，报告期内公司扣非后

经营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329.29 万元，同比增长 11.77%；其中 LED 照明产品

92,421.72 万元，同比增长 17.44%；传统照明产品 9,963.92 万元，同比减少 24.59%，公司

LED 产品已占照明产品营收总额的 90.27%。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0,956.87 万元，同

比增长 5.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420.34万元，同比增长 6.15%。 

虽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稳健增长，但由于家居照明产品尤其是灯饰产品进入快速市场

投入阶段，五金渠道也处于市场开拓期，公司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加了约 3,467 万元，主

要是市场拓展、营销力度加大带来的广告宣传费等相关费用大幅增加所致。销售费用的大幅

增长使上半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了约 1,758万元，下降幅度 25.37%。 

（2）继续深入拓展市场空间，持续完善渠道建设 

公司目前销售市场以商业照明、工装照明等专业照明市场为主，渠道网络以一二线城市

为主，对专业技术服务能力以及服务响应速度有较高的要求。为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公司

在巩固专业照明领域的相对领先优势的前提下，加快拓展家居照明市场，为用户提供更加及

时、专业的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实体营销网络渠道下沉力度，进一步在二三线城市发

展经销商，并延伸销售渠道至三四线城市，大力开拓五金渠道，提高公司销售渠道的覆盖广

度和密度，继续完善销售终端的建立。报告期内，公司新建专业终端和家居终端超过 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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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建五金展柜终端超过 300 个。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家居照明产品专卖店或专卖区总量

约 2,000 家。同时，公司也对部分销售终端专卖店的装饰装修等进行了更加高标准的规范与

形象升级，提高了公司销售终端的店面形象和广大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在电商渠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电商运营团队的建设，加大资源投入。除了在

天猫和京东开设旗舰店之外，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唯品会旗舰店，进一步开发专业的电商渠道

经销商。 

为更好拓展海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迪拜新设了办事处，以便为中东及周边区域客

户提供更好的业务对接与服务。 

（3）持续推进品牌建设，扩大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品牌建设工作，打造中国高端照明品牌。报告期内，公司和英

国曼城足球俱乐部续签了战略合作协议，与曼城俱乐部继续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参加了印尼

国际照明展、2018澳大利亚国际建材展、上海酒店工程设计展等国内外大型展会，公司高品

质的产品受到广大客户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在英国成功举办首个中英照明设计沙龙，吸收国

外先进照明技术及设计理念，同时有力地宣传了三雄极光高端照明品牌；在核心城市机场、

高铁等投放海报广告，全面提高三雄极光品牌的曝光度；通过微博、微信、百度及其他社交

媒体平台进行深入的品牌传播，吸引更多的网络点击率。通过多措并举，进一步扩大了公司

品牌在广大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大新产品研发、技术升

级、工艺改良，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004.37万元，

同比增长 22.41%，占营业收入的 1.89%。 

商业照明、工装照明等专业照明对产品专业技术参数、质量稳定性等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与要求，公司研发部门充分发挥多年积累的行业专业技术优势，同时加强高校等外部资源的

整合，就热学、光学等专业课题展开对外合作。为保证公司产品质量达到设计标准，公司研

发部门也会以不同形式介入关键元器件供应商的产品设计工作中。 

专业照明产品有时需要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定制化设计，而家居照明产品对外观多样性

的要求较高，为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公司对研发团队进行了优化扩充，不断研发新产品推

向市场，满足不同的市场需要。 

（5）持续实施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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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拥有较为完备的生产制造能力，在生产工艺、制程控制、产品品质控制等方面形成

了自己特有的管控体系，有效地保证了专业照明灯具对产品品质、技术参数、交期等较为严

格的需要，为销售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与保障。 

效率提升、品质改善是生产制造永恒的主题，公司各制造基地通过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

购置自动化生产设备、排产模式优化、工艺改进等多种措施不断提升生产效率，满足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10余项有较大影响的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相应生产

环节的生产效率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公司通过持续的自动化技术改造，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也促进了公司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 

（6）积极推动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自 2017年 3月上市以来，管理层积极推动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实体营销网络下沉完

善扩充项目进展顺利，终端建设、渠道下沉相关工作快速推进；O2O 电商平台建设项目、跨

境电商海外市场拓展项目正按计划有序开展；研发中心扩建升级项目新增三雄科技作为实施

主体，并且将实施地点由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榄北路 1 号变更为三雄科技所在地广州市番禺

区石碁镇；LED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增肇庆三雄作为实施主体；LED绿色照明扩产建

设项目完成了部分厂房的建设。 

由于基建项目报批手续繁杂，公司涉及基建工程建设项目的募投项目进度有所拖延，投

资进展和原计划有些差距。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公司已将 LED 智能照明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和 LED 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在募投项目未投产

之前，公司将通过技改和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等方式提高产能，或者通过 OEM 的方式满足市

场增长需求。截至目前，公司业务增长没有因为产能问题受到制约。 

（7）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了内部业务流程与职能分工，继续推动公司管理的规范化、信

息化建设，不断提升信息流转的处理效率，不断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整体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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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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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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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宇涛 

2018 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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