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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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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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旭光股份 60035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尚荣 晋晓丽 

电话 028-83967599 028-83967182 

办公地址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

318号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工大道

318号 

电子信箱 xiongshangrong@polarico.com Jinxlxg200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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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249,244.37 1,736,963,341.25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01,769,698.52 1,078,177,770.08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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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61,629.46 19,247,491.52 357.00 

营业收入 477,133,792.48 510,011,391.87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107,474.42 21,306,342.43 4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375,148.93 20,358,652.83 4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517 1.9907 增加0.8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72 0.0392 45.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72 0.0392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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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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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91 151,771,568 0 质押 33,000,000 

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10 82,079,300 0 无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6 18,793,267 0 无   

匡俊富 境内自然

人 

0.42 2,309,700 0 未知   

黄长凤 境内自然

人 

0.34 1,858,300 0 未知   

赵青峰 境内自然

人 

0.26 1,402,700 0 未知   

高友志 境内自然

人 

0.23 1,230,000 0 未知   

叶小敏 境内自然

人 

0.20 1,094,000 0 未知   

辛英 境内自然

人 

0.20 1,085,470 0 未知   

张荣敏 境内自然

人 

0.18 1,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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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转思想、促改革、强管理、增产能、抓订单、提业绩”

作为上半年的重点，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年度经营目标为抓手，以配电市场迅速增长

为契机，对外加大了对新领域、新客户的开发力度，积极抢占市场份额，对内通过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加强督导力度，强化供应链建设，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综合管理能力。通过一系列工作

的有效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协调发展，整体运营稳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713.38 万元，同比减少 6.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10.75万元，同比增长 46%。其中，储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9,346.25 万元，实现净

利润 326.14万元,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情况: 

1、深化公司改革，提升公司整体管控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从“解放思想、转变思维”入手，狠抓“经济运行、管理提升”工作，以持

续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为契机，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同时深入推进依法治企工作，强化审计监察

和财务、法务工作职能，进一步梳理、强化内部管理体系，针对公司重点关键事项，逐项跟踪、

逐一落实，使各部门工作主动性和执行力得到有效提升。 

2、抓住市场机遇，抢占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巩固传统业务优势地位，牢牢抓住电力行业投资由发电、变电向配电转

移，传统的火力发电向新能源方向发展的市场机遇，进一步抢占配电领域市场份额，上半年度销

售开关管 28.32 万只，同比增加 55.65%。在国际市场方面，公司克服了整体国际经济形势与贸易

形势急剧动荡的不利影响，产品出口保持了基本稳定，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市场的

布局和推进，在出口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上取得了新进展。 

3、调结构，扩产能，提效率，保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依照市场需求，以开关管事业部为核心，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持续优化产品

结构，着力加强生产履约能力建设。从采购保障、动力能源供给、设备利用率提升、产品质量提

高、零件供应缩短流程等方面，加强履约的柔性化管理和快速响应能力，使整体供应链高效衔接，

交付能力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度生产开关管 31.07万只，同比增长 66.52%，产供销的配套优势和

市场竞争力已逐步显现。 

4、持续推动研发投入和科技进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内部协同共享和与外部单位的科研合作，围绕公司三大业务板块，

共进行了 16项重点技术开发课题的攻关。其中新门类新品研发，如应用于核电领域的“8605”目



前已形成小批量供货；与高校合作开发的应用于大功率脉冲功率应用型产品，目前已完成前期试

验。同时上半年发射管事业部已成功开发辐照应用新产品“DB965”，我公司掌握并拥有其核心技

术，该产品整体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智能电气方面，自去年推出 200kV 直流断路器超快

速隔离开关产品之后，更高技术等级产品 500kV 直流断路器超快速隔离开关也已通过“西高所”

型式试验，目前正在配合国家电网公司相关研究院、成套设备制造商完成产品验证，该产品填补

了国内空白。 

5、推进安全环保、节能减排工作不松懈。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通过了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14001、

18001）和四川省国防科学技术办公室“安全标准化”复审，并连续获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授予的

环境最高级别“环保诚信企业”称号。在环境职业健康、节能减排实施方面，公司逐步贯彻“清

洁生产”的环保理念，逐项督促完成拟定的节能减排措施，分解落实各单位的减排目标，进行数

据化管理与责任考核，以“源头治理、过程管控”为手段，目前公司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项指标均达国家标准。 

6、直击困难，不畏挑战，加速调整，面对未来。 

报告期内，子公司储翰科技受搬迁、贸易战、BOSA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面对困难，储翰科技采取了减少用工、加强货款管控、加快搬迁导

入新客户、改变产品布局等一系列措施快速应对，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目前储翰科技重要客

户的影响已经消除并开始恢复供货，导入的新主流通讯设备客户开始小批量供货，未来客户结构

更趋合理。随着新基地的投产，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规模化生产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产

品由光电器件组件为主逐步向光电器件组件和光电模块并重，产品速率逐步从低速向高速发展，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推广，以及“5G 商业应用”的到来，储翰科技将

再次面临较好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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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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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卫东  

2018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