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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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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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 600703 ST三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炭   

电话 0592-593711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   

电子信箱 600703@san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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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6,592,632.26 30,789,328,691.75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23,243,526.68 21,248,879,747.3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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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653,662.05 2,660,304,437.82 -37.01 

营业收入 3,387,643,535.17 4,173,195,884.52 -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070,626.43 1,852,921,224.23 -5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0,649,690.11 1,435,156,018.86 -6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8.95 减少4.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45 -5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45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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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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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6 1,213,823,341 0 质押 1,027,740,00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1.30 460,927,232 0 无 0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7 243,618,660 0 质押 118,08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31 94,151,208 0 无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信托·三安增持 2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2.25 91,697,853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兴

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未知 

1.89 77,143,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70 69,21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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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35 55,254,30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16 47,230,24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1.12 45,812,40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厦门三

安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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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战略发展规划开展工作，着重于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专注于

以碳化硅、砷化镓、氮化镓、磷化铟、氮化铝、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所涉及到的核心主业研发、

生产和销售，力促光电业的发展，致力于将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业务发展至全球行业领先水平，

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厂商。 

自 2018 年以来，行业形势逐步变化。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不太理想，实现销售收入

33.88 亿元、营业利润 10.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 亿元。与上年同期比较，

公司销售收入下降了 18.82% 、营业利润下降了 5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了

52.34%。 

行业发展至今，芯片产能逐渐向国内转移，有些企业在技术、配套、客户等环节没有合理完

善的布局的情况下扩产，产能集中度也越来越高。受限于技术等条件制约，产能释放导致传统照

明领域的供需结构阶段性失衡，产能供给侧进入出清的阵痛期。核心技术、配套、客户、知识产

权等条件是支持企业走下去的必要因素，此轮供给侧产能出清后，最终将保留部分掌握核心技术、

拥有较多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竞争力强、产业布局合理的企业，这些企业市场占有率有望

进一步提高。另外，在技术提升的驱动下，Mini LED、Micro LED、紫外、红外、植物照明等领域

应用市场空间正在逐步被打开。 

公司已陆续展开高端、新兴市场产品布局，产品类型已涵盖汽车照明、Mini LED、红外、紫

外等领域。报告期内，LED 芯片竞争激烈，虽然 LED 芯片数量相比去年同期保持增长趋势，但因

价格相比去年同期降幅较大，导致公司整体营收和实现的效益相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下降，库存

未能得到有效下降。为尽快实现将公司 LED 芯片市场占有率提升至全球 30%-40%的目标，确保股

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下半年工作重心一方面要加强销售力度，降低整体存货水平，提高存货周转

率，提升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要积极配合客户做好技术对接和加强沟通，加大研发力度，推进

Mini/Micro LED 及其它高端产品的产业化进程，提升公司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三安集成已取得国内重要客户的合格供应商认证，并与行业标杆企业

展开业务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射频业务 HBT、pHEMT 代工工艺线已经批量供货并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产品涵盖 2G-5G 手机射频功放 WiFi、物联网、路由器、通信基站射频信号功放、卫星通讯等市场

应用；电力电子业务已推出高可靠性，高功率密度的碳化硅功率二极管及 MOSFET 及硅基氮化镓功



率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逆变器等电源市场；光通讯业务已具备生产

DFB、VCSEL、PD APD 等数通产品的能力，产品主要应用于光纤到户，5G 通信基站传输，数据中心

以及消费类终端的 3D 感知探测等应用市场；滤波器业务产线设备已到位并进入全面安装调试阶

段，预计今年产线全面组建完成投产。目前，整体销售规模虽不大，但与国内知名终端应用厂商

都有业务对接，相信随着客户信赖度和范围逐步扩大，销售体量也会逐渐增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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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通知的有关要求，修订了新金融工具准则、财务报表格式及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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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