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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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和考虑股东回报，并结合公司现金流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60 元（含税），半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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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顿电子 60332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海 郭燕婷 

电话 0760-22813684 0760-22813684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

区88号依顿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

区88号依顿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ellington@ellingtonpcb.com ellington@ellingtonpc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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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695,708.24 5,559,652,358.45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24,428,743.05 4,633,975,840.11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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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95,533.20 252,956,666.89 8.51 

营业收入 1,508,525,226.86 1,565,634,726.21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910,280.78 252,534,117.98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897,644.79 254,935,791.13 -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5.18 增加0.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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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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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16 700,038,128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8 17,759,886 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 14,625,864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8 8,787,400 0 无 0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

齐鲁民生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8 8,787,261 0 无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多策略优选 

其他 0.77 7,685,878 0 无 0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险产品六 

其他 0.70 6,960,000 0 无 0 

刘子绎 境内自然人 0.42 4,208,9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000,00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0 3,992,479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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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顿投资有限公司为控



股股东，依顿投资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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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 PCB 制造中心，

在全球产能持续转移的形势下，加上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电子创新应用等的发展驱动，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初制定的

经营计划，立足主营业务，优化产品结构，坚持科技创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管理提升，

保持了公司的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852.52 万元，同比下降 3.65%；利润总额 30,828.94 万元，

同比增加 2.69%；净利润 25,891.03 万元，同比增加 2.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91.03

万元，同比增加 2.52%。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575,969.5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3.60%；

负债总额 83,526.70 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9.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2,442.87 万元，

比上年末增加 6.27%。 

 报告期公司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1、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订单盈利质量 

报告期，公司在“质量至上、成本领先、技术领先”的战略指引下，持续稳固主业，强化产品

质量，紧盯市场需求及技术前沿，继续深化推进优化产品结构工作，努力扩大汽车、医疗及工业

等高附加值 PCB 的份额占比，提高订单质量，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报告期，公司外销占比约 



87.78%，主要以美元计价，受益于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品美元销售单价同比上涨约 5%，但受

汇率影响，人民币单价同比下降约 1%。公司报告期内产品结构如下： 

 

2、积极开拓市场，扩大中高端份额 

报告期，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东南亚、美洲、欧洲和国内的华南地区，有效地开发和维

护客户资源是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期，公司在完善与现有主要客户合作的基础

上，提高对优质客户的深度开发，先后开发了 36 家新客户。报告期，公司优质订单持续增加，键

盘 PCB 及汽车 PCB 业务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键盘 PCB 销量同比增长 43.5%，汽车 PCB 销量

同比增长 28.5%。公司与优质客户率先建立的稳定合作关系将为公司开拓中高端 PCB 市场奠定良

好的基础。  

3、深化研发创新，谋求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研发，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 4920.65 万元，占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的 3.26%。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

权发明专利 1 项，目前公司共有商标权 2 项、专利 4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 37 项），

非专利技术 77 项，在审专利多项。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

了行业内技术领先的优势，为公司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达成中短期经营计划目标提供足够技术

保证。 

4、分红持续稳定，积极回报投资者 

公司自 2014 年上市以来，在立足主业发展的同时，不忘回报投资者，始终坚持现金分红，且

每年以现金分红的占比均超过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报告期，公司提出 2017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实施。另外，为使投资者更好地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

公司提出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60 元，该利润分配方



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后截止半年报披露日，公司现金分红累计金额为 13.8 亿元，

占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的 13.779 亿的 100.13%。公司上市后的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董事会年初制订的经营计划为指导，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

拓国内外市场，通过优化生产管理模式提升产品良品率以夯实主营业务。公司还将通过强化内部

控制力度，提高经营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控制期间费用，优化资本结构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营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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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永强 

                                                          2018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