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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17-019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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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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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谱 股票代码 00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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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阳 黄慧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

工业区同富一路 5 号第 1-9 栋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

工业区同富一路 5 号第 1-9 栋 

电话 0755-36676888 0755-36676888 

电子信箱 dsh@sunnypol.com huanghui@sunnypo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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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11,554.68 344,726,526.96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17,868.25 21,304,452.76 4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991,175.10 18,412,436.30 3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489,928.18 24,249,279.34 -51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3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3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5.49%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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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781,818,233.25 1,420,503,698.68 2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6,276,353.69 449,894,485.44 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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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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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军 境内自然人 26.59% 21,275,940 21,275,940   

汤际瑜 境内自然人 11.09% 8,874,840 8,874,840   

周振清 境内自然人 6.68% 5,344,320 5,344,320   

深圳市南海成

长创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3% 4,904,700 4,904,700   

曾力 境内自然人 4.00% 3,199,680 3,199,680   

深圳市百顺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7% 3,179,340 3,179,340   

陈运 境内自然人 3.54% 2,933,340 2,933,340 质押 2,933,340 

深圳市天利泰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4% 2,828,420 2,828,420   

王贡献 境内自然人 2.33% 1,866,180 1,866,180 质押 1,570,000 

东莞市欧吉曼

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1,747,180 1,747,1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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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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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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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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持续改善，美国、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是经济增长的龙头。国

际原油价格处于相对低位波动，大宗化学品原料价格走势向上并逐渐企稳，日元汇率波动相比2017年上半年来说较为平稳，

波动幅度在5%以内，国内主流面板厂商京东方、天马等仍然引领着中国平板显示行业的持续增长，公司围绕公司发展战略

及年度经营计划，实施增长增效的策略应对市场变化。  

1、坚持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应用领域，拓展国内外市场。TFT产销量持续上升，尤其是随着合肥三利

谱于去年底的投产，原有产能瓶颈得以解决，从而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2、加强管理，推进公司提质增效。一是针对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状况，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和利润中心考核；二是

勤练内功，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手段，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质量。  

3、严抓项目建设管理，加快产业战略布局，把握发展新机遇。合肥年产100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产能开始释放，培育

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今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司现主要经营产品为TFT系列和黑白系列偏光片。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显

示屏，以及汽车电子、医疗器械、仪器仪表等工控类电子产品显示屏，还可以应用于3D眼镜、防眩光太阳镜等。公司客户

主要是面板厂商。 

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6,371.16万元，同比增长5.51%，营业利润为2,901.63万元，同比增长了23.41%，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61.79万元，同比增长43.7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399.12万元，同比增长

30.30%。报告期内收入及利润双增长得益于以下方面： 

1、收入增长的原因： 

1）合肥子公司于2016年10月投产，2017年上半年产能开始释放，有效解决了2016年末产能瓶颈问题； 

2）国内偏光片市场的稳步增长以及公司产品具有进口替代功能，随着产能提升及交期、性价比方面的优势，确保公

司上半年收入的稳步增长； 

3）国内主流面板厂家及模组显示行业的收入持续增长，对我司偏光片采购业务也持续增加，比如京东方、天马、信

利等2017年上半年对我司的采购额超过了2016年上半年的采购金额。 

2、主营业务成本的增长幅度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幅度，带来了主营业务利润的上升。2017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成

本对比2016年上半年的增幅为3.54%，而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为6.03%，其原因主要随着产能的提升单位固定成本下降，比如

厂房租金、折旧等。 

     3、主营业务毛利率方面，2017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毛利率29.12%，比2016年上半年增长1.7%，基于此，公司主营业务

利润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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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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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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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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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