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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项目  释义 

穗晶光电、公司、本公司或股份公司 指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凯华互联 指 深圳市凯华互联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报告期 指 2018 年第一季度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管理层 指 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统称 

金额单位：元、万元 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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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郑汉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远林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朱俊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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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ENZHEN SUIJING OPTOELECTRONICS CO., LTD. 

挂牌时间 2015-09-17 

证券简称 穗晶光电 

证券代码 833423 

转让方式 协议转让 

法定代表人 郑汉武 

董事会秘书 崔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4240333X 

注册资本 74,500,000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芙蓉路 9 号 A 栋 201 

联系电话 0755-29491919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芙蓉路 9 号琦丰达大厦 B 座 3 楼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12,804,034.71 388,508,741.74 6.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432,637.92 260,968,279.57 4.0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25% 32.83% 1.42 

资产负债率%（合并） 34.25% 32.83% 1.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91,446,179.75 73,593,087.66 24.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38,290.96 10,376,641.81 -3.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92,276.55 9,022,659.95 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4,375.40 -5,857,622.05 -15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4.6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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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摊销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296,554.95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403.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2,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112,958.13 

所得税影响数 166,943.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946,014.41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1,813,000 29.28% 0 21,813,000 29.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843,500 5.16% 626,000 4,469,500 6.00% 

董事、监事、高管 4,031,000 5.41% 626,000 4,657,000 6.2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2,687,000 70.72% 0 52,687,000 70.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3,004,500 44.30% 0 33,004,500 44.30% 

董事、监事、高管 38,817,000 52.10% 7,500,000 46,317,000 62.17% 

核心员工 1,370,000 1.84% 0 1,370,000 1.84% 

总股本 74,500,000 — 0 74,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郑汉武 24,326,000 807,000 25,133,000 33.74% 21,454,500 3,678,500 

2 郑泽伟 12,522,000 -181,000 12,341,000 16.57% 11,550,000 791,000 

3 林敦荣 7,000,000 - 7,000,000 9.40% 7,000,000 0 

4 凯华互联 6,400,000 - 6,400,000 8.59% 5,000,000 1,400,000 

5 林英辉 5,250,000 - 5,250,000 7.05% 5,250,000 0 

6 林敦煜 2,895,000 -500,000 2,395,000 3.21% - 2,395,000 

7 
深圳市中金永

邦投资管理中
1,000,000 - 1,000,000 1.34%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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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合伙） 

8 肖铁军 785,000 - 785,000 1.05% - 785,000 

9 谢承怀 700,000 - 700,000 0.94% - 700,000 

10 林福安 675,000 - 675,000 0.91% - 675,000 

合计 61,553,000 126,000 61,679,000 82.80% 50,254,500 11,424,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郑汉武和郑泽伟是叔侄关系；林敦荣和林敦煜是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其他的自然人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2）郑汉武为凯华互联的普通合伙人；3）郑汉武和郑泽伟为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内股份代持行为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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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 —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1、公司认定的 13名核心员工签署股票自愿限售 2年的承诺书，公司已于 2016 年 2月 26日完成了

核心员工的新增股份限售登记。截止至报告期末，没有发现上述人员违反承诺的情况。 

2、挂牌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止至报告期末，没有发现上述人员违反承诺的情况。 

3、公司定向发行 500 万股，募集资金 3,340 万元时签署了关于定增资金使用限制的承诺，截止至

报告期末，没有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4、公司定向发行 500 万股，募集资金 3,340 万元时认购方签署了依法备案登记、不存在代持、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与承诺，截止至报告期末，没有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5、公司定向发行 500 万股，募集资金 3,340 万元时公司董事签署了挂牌公司全体董事对备案文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截止至报告期末，没有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6、公司定向发行500万股，募集资金3,340万元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签署了挂牌公司实

际控制人关于挂牌公司资产及股票发行方案中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控制或占用的承

诺，截止至报告期末，没有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秉承安全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切实履行合同，推动节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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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积极履行企业应尽的义务；实现股东、员工、上下游合作者、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最大化，促进企

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公司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企业

发展实践中。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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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财务报表 

1.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903,057.84  33,871,430.0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1,593,130.55  24,580,638.57 

应收账款     117,042,392.06  127,379,741.46 

预付款项             389,214.81  250,483.6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25,245.21  483,499.31 

存货     140,914,772.60  114,624,043.7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1,936.55   

流动资产合计     324,349,749.62  301,189,836.8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0,669,669.61  68,225,753.1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9,467,523.87  9,837,629.8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122,725.41  5,164,6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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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3,194,366.20  2,755,576.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35,261.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88,454,285.09  87,318,904.9 

资产总计        412,804,034.71  388,508,741.7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3,500,000.00  10,000,000 

应付账款     112,687,325.98  105,516,452.21 

预收款项         541,482.93  163,419.00 

应付职工薪酬       4,989,206.60  4,553,522.53 

应交税费       2,891,600.45  3,726,544.1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76,173.01  1,358,361.53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5,285,788.97  125,318,299.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085,607.82  2,222,162.7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85,607.82  2,222,162.77 

负债合计     141,371,396.79  127,540,462.1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4,500,000.00  74,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1,105,915.18  90,833,915.1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 12 -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567,265.54  9,563,436.4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5,259,457.20  86,070,927.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1,432,637.92  260,968,279.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412,804,034.71  388,508,741.74 

 

法定代表人：郑汉武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邹远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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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91,446,179.75         73,593,087.66  

减：营业成本 67,599,028.54         53,448,922.87  

税金及附加 394,764.15            350,328.25  

销售费用 2,231,870.06          1,136,050.60  

管理费用 9,229,331.88          6,641,561.07  

财务费用 5,391.99             -1,324.46  

资产减值损失 634,887.02          1,353,644.2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1,296,554.9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647,461.06         10,663,905.05  

加：营业外收入 88,403.18          1,592,919.84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735,864.24         12,256,824.89  

减：所得税费用 2,697,573.28          1,880,183.0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038,290.96         10,376,641.8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0,038,290.96  10,376,641.8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3 0.1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3 0.14 

 

法定代表人：郑汉武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邹远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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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696,751.89 18,625,725.06 

收到的税费返还 70,304.54 38,487.7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71,392.94 1,595,705.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838,449.37 20,259,918.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577,700.77 8,917,904.0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419,960.37 7,892,731.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6,168,509.55 7,267,172.3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67,903.28 2,039,732.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634,073.97 26,117,54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4,375.40 -5,857,622.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20,177.12       17,573,281.19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20,177.12       17,573,281.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0,177.12      -17,573,281.1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70.52 -1,511.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8,372.24 -23,430,903.2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871,430.08 33,872,173.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153,057.84 10,439,759.55 

法定代表人：郑汉武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邹远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朱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