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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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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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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贝德 股票代码 3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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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坤华（代理董事会秘书） 李燕开、黄一杭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上霞片区 SX-01-02 号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上霞片区 SX-01-02 号 

电话 0752-2836716 0752-2836716 

电子信箱 speed@speed-hz.com speed@speed-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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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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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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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406,858.07 804,807,619.85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23,472.04 7,893,050.15 34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615,117.31 2,219,223.05 1,09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558,038.57 -32,298,554.95 71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3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3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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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905,156.52 2,011,587,055.28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128,721.70 606,164,015.97 -1.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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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硕贝德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1% 118,005,631 0 质押 100,851,905 

温巧夫 境内自然人 4.58% 18,641,313 16,646,185 质押 11,300,000 

朱坤华 境内自然人 3.84% 15,619,377 11,714,533 质押 12,860,000 

李琴芳 境内自然人 1.96% 7,963,730 0   

李育章 境内自然人 1.44% 5,852,341 0 质押 3,060,000 

朱旭东 境内自然人 1.39% 5,666,123 4,249,592 质押 4,300,000 

林盛忠 境内自然人 1.29% 5,247,762 3,927,946 质押 4,605,17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4,953,538 0   

长江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长江资管硕贝德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5% 3,450,000 0   

许福林 境内自然人 0.73% 2,981,9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惠州市硕贝德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朱坤华和朱旭东为兄弟关

系、朱坤华和李琴芳为夫妻关系，朱坤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惠州市硕贝德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2,305,631 股外，

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8,005,631 股； 

2、李琴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963,73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963,730 股； 

3、许福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9920 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8201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8193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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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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年初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始终坚持实施“二个

聚焦，一个强化”的发展战略，即聚焦优质大客户，深度挖掘客户价值；聚焦产品主线，回归

技术基因，以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客户粘度；强化管理执行力，增加管理刚性。在各

方努力下，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82940.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2.35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2.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61.51 万元，同比增长 1099.30%。 

在不断变化及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围绕行业的发展趋势聚焦射频技术与产品，

持续专注核心技术研发、强化研发团队建设、提升行业竞争优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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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高端产品的研发进度及成果转化速度，将产品技术优势转变成品牌优势及渠道资源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陆续突破国内国际一流客户，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公司长期布局的

5G 射频技术取得了突破，指纹模组与半导体封装业务也取得了较好的增长，公司资产质量和

盈利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未来移动终端天线数量的需求量将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公司的手

机、笔电、CPE、无人机、可穿戴产品等天线业务将从中受益；经过前面几年的布局，公司

的车载系列天线成功进入北美通用、上海通用、广汽、吉利、比亚迪等重要客户供应链体系，

为多个主力车型大批量提供多合一的天线产品。此外，公司无线充电的发射端及接收端业务

的国际大客户拓展陆续取得突破。 

为保持公司经营业绩的不断增长，下半年公司将持续拓展新的客户资源，加大公司资源

的整合力度，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加大技术研发产品突破，提高整体协同效应；同时，

公司不断加强内部管理与控制，优化内部结构，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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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合并范围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Speedlink Technology Inc.、江

苏硕贝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硕贝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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