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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3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9-019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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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电子 股票代码 0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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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屏 郑创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12 号 

电话 0754-88192281-3012 0754-88192281-3033 

电子信箱 csdz@gd-goworld.com csdz@gd-goworl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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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519,137.34 2,277,563,410.73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850,940.30 76,509,957.64 3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885,276.78 73,302,608.21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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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1,719,346.99 169,337,360.01 10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97 0.1425 33.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97 0.1425 3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2.4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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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5,327,384.11 5,431,682,311.37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66,206,439.89 3,313,594,849.50 1.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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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超声电子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31% 162,741,800 0 质押 8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2% 17,298,500 0  0 

焦延喜 境内自然人 0.71% 3,824,654 0  0 

盛琳 境内自然人 0.48% 2,602,510 0  0 

陈丽军 境内自然人 0.48% 2,600,000 0  0 

王海 境内自然人 0.41% 2,203,400 0  0 

李建雄 境内自然人 0.40% 2,156,600 0  0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0.39% 2,100,000 0  0 

杨祥 境内自然人 0.35% 1,894,500 0  0 

杨海鸥 境内自然人 0.30% 1,631,5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系。

②前十名股东中，未知股东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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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③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74.18

万股，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化。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 焦延喜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31,6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93,054 股；盛琳通过其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33,3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69,210 股；陈丽

军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00,000

股；王海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03,300 股；李建雄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1,8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1,904,800 股；屠文斌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00,000 股；杨祥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94,5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0 股；杨海鸥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0,3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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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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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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美贸易局势复杂，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

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但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行业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市场竞争
相对激烈，但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行业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

在5G这一新型基础设施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汇聚，

将孕育出诸多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拉动高频高速印制板、显示触控、覆铜板的强劲动能。 

今年上半年，公司以市场需求为中心，坚持定位于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控、高端通

讯等市场领域，利用稳定的质量体系和深厚的技术积累保持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在维护

原有战略客户的同时着力开拓雷达、通信等应用领域市场，加快海外及合资品牌客户的开发，

有效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公司在技术改造、精益生产、精细化管理等

方面重点开展工作，大力开展了5G相关的高频电路板盲孔电填技术、通讯模块印制板产品等

技术研发项目，为企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公司还采取“控成本、促效益”策略，持续推行绩

效目标考核，不断挖掘节能降耗、效率提高、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改善空间，通过开发自动化

物流系统及设备数据云监控方法，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另外，“环保型高性能

覆铜板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已进入试产阶段。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情况良好，得益于优质

的客户订单，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上升。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3,951.91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185.09万元，同比分别下降1.67%和上升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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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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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针

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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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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