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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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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火炬电子 60367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世宗 谢妙娟 

电话 0595-22353689 0595-22353679 

办公地址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电

子信息园区紫华路4号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技术电子信

息园区紫华路4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torch.cn investor@tor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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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87,498.05 3,313,468,635.87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4,920,291.46 2,523,775,151.5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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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46,629.26 25,096,667.66 84.67 

营业收入 941,094,328.39 838,009,285.72 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963,312.80 116,402,073.43 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610,449.05 108,505,074.70 47.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4.91 增加1.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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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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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蔡明通   境内自然人 40.84 184,882,840 0 质押 16,680,000 

蔡劲军  境内自然人 6.49 29,361,730 0 质押 11,252,75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

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2.97 13,440,000 0 无 0 

申万菱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博荟 10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2.37 10,715,815 0 无 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2.21 10,000,001 0 冻结 10,000,000 

罗森鹤    境内自然人 1.86 8,397,94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56 7,056,423 0 无 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

托·天启（2016）346 号火炬电子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48 6,695,130 0 无 0 

海富通基金－平安银行－厦门国际

信托－厦门信托－汇金 1642号火炬

电子定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46 6,608,085 0 无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

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1.07 4,834,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蔡明通与蔡劲军为父子关系；罗森鹤所持股

份为王伟股份被司法划转所得；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

信托•天启（2016）346 号火炬电子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本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与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同属一家公司设立；其

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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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109.4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2.30%，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596.33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1.17%，总资产 364,208.75 万元，较

期初增长 9.92%；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263,492.03万元,较期初增长 4.40%。 

一、元器件板块 

电子元件是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元器件进入到一个迅速

升级换代的时期。无线通讯、卫星导航、大数据、雷达、电子侦察、电子对抗和移动通讯等与微

波紧密相关的行业和领域对微波元器件的需求显著。同时，在军民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顺应国

家大力推动国防军工电子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使得军用电子元器件行业加速发展。公司不断的围

绕元器件行业进行战略布局。 

（一）报告期内，泉州火炬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福建毫米电子有限公司，同时决定引入国内

领先水平的先进生产设备，新建生产线，打造厚、薄膜工艺平台，并结合市场需求开发新的微波

元器件和特种元器件。同年，公司开始整合福建毫米和广州天极公司资源，借助上市公司已建立

的成熟营销网络和品牌效应，迅速切入 5G微波元器件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广州天极 5-6月实现销售收入 920万元，净利润约 410万元。 



（二）公司于 2016 年成立“钽电产品事业部”，负责钽电容器的生产与销售，推出“火炬牌”

钽电容器，面向军民两个市场推广。2018年公司继续加大投入，积极推动军工产品的应用推广，

上半年钽电容销售收入 1,787.83万元，同比增长 104.12%，毛利率 45.52%，钽电容的销售和利润

进一步提升。 

（三）报告期内，MLCC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从 2017年年底,公司开始调整生产安排，

在保证军品订单交付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产能以及新增部分设备，提升部分民品产能。

2018年上半年自产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84亿元，同比增长 47.56%，其中军品销售收入 1.81亿元，

同比增长 40.24%；民品销售收入 1.03亿元，同比增长 62.46%。 

二、新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高性能陶瓷材料剩余产能的建设。截至报告披露日，立亚新材承担

多项国家项目任务，有效的推动高性能陶瓷材料市场的应用，目前由于原材料（先驱体）的限制，

主要产能优先供给项目需求。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三个项目收入合计 2,576万元。 

报告期内，为增强立亚新材产能产业化的发展战略及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复合材料厂家原材

料需求，建立上下游产业链，立亚化学作为高性能陶瓷材料的先驱体（PCS）产业化基地，一期正

在建设中，截至报告披露日，已经完成主体厂房的建设和设备的选型，建设符合预期。 

三、贸易板块 

2018年 4月，为了更好的拓展中国华南地区电子元器件市场，扩充产品线，做大做强华南市

场，公司投资设立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贸易板块新增客户约 360 家，工业类

市场客户逐步增加，并深入汽车电子、物联网、5G光通信等领域。未来公司将布局整体解决方案

设计，打造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 

四、人才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火炬梯队人才建设，多措并举满足火炬对各阶层管理者技能提升的要求，报告

期内，公司启动了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百名精英工程，搭建后备人才储备池，继火炬电子中层管

理干部研修班成立后，火炬电子基层干部培训班成立，力争三年的时间培养出火炬电子首批百名

职业精英，为火炬的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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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