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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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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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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照明/粤照明 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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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奕辉 黄玉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电话 0757-82810239 0757-82966028 

电子信箱 fsl-yh@126.com fslhy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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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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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779,289.99 2,023,925,582.84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9,277,455.82 228,494,660.57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8,028,236.71 227,184,233.70 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723,778.38 -31,063,187.22 56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8 0.1633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8 0.1633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4.99%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238,861,184.94 5,675,811,824.29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66,885,850.25 4,779,115,459.39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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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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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88,496,430  质押 92,363,251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46,934,857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2% 71,696,136  质押 25,300,000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 66,393,501  质押 32,532,81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 33,878,900    

安信国际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9% 29,313,386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82% 25,482,252    

DBS 

VICKERS(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境外法人 1.70% 23,811,009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88% 12,32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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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燕 境内自然人 0.86% 12,032,1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彭伟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32,113 股，合计持有 12,032,11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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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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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是宏观经济国内调整与国际压力不断增加的半年。国内来看，虽然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但在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速创下新低，国内需求增长放缓。国际来看，发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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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紧缩，全球流动性趋向收紧，贸易保护主义冲突加剧，出口增速压力增大。面对宏观经济波动和

行业的激烈竞争，公司管理层继续围绕董事会提出的“技术高精尖化、品牌国际化、生产规模化”的战略目

标，不断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制造能力和管理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65 亿元，同比增长2.0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  亿

元，同比增长  0.34 %。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推进市场开拓，增强市场竞争力 

（1）内销方面，探索推行销售渠道模式变更，提升渠道竞争力 

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公司探索变革渠道业务模式，加强对核心经销商的支持力度，协助经销商由坐商

向服务商转变，减少渠道中间环节，加强对渠道的终端掌控能力。同时，对各渠道业务进行整合、调整，

厘清各渠道发展重点，提升渠道的市场竞争力。 

（2）出口方面，继续与优质的客户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展产品线，丰富产品种类，

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加强服务客户的能力，使客户订单保持增长的态势。继续加强客户的开发工作，拓宽

客户资源，为未来的业务增长提供活水源头。 

2、加强创新驱动，提升制造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创新驱动，加大布局智能照明、健康照明、智能电工产品，致力于产品的迭代升

级和新产品的研发，加大高端研发人员的引入力度，推动研发人员绩效考核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研发人

员的创新能力。 

从设计端着力，加强产品模块化、标准化、通用化研发和设计，从而降低采购、生产、设备等环节的

边际成本。持续推进生产自动化产线的改造，深入实施技改工作，争取实现成熟一条生产线就改造一条生

产线的目标，以精益管理和自动化为推手，提升制造能力。 

3、优化产品结构，智能产品陆续进入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智能照明产品的研发力度，研发了129个规格的智能照明产品，并通过法兰克福

照明展、光亚展等大型国际国内专业展览会和智能展厅等形式，向市场展示了公司在智能照明、智能电工

方面的实力。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照明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下半年，公司将加大智能产品市场推广力度。 

除了在智能产品加大投入外，公司还扩大了照明灯具产品规模，不断增加灯具产品系列，扩大中高端灯具

产品占比，继续推进公司产品从光源向灯具转型。 

4、加强成本费用控制，提高经济效益 

细化生产管理，加强工艺指标控制；以双重考核指标做好各项生产材料消耗，产品质量指标控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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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成本管理和费用控制，进行降本增效；做好每月产品成本测算和生产经营分析，及时总结生产经营情况，

做好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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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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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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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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