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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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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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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40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63,200,000.00 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发股票股利。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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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旺电子 6032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恬 覃琳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

广场C座19层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

利中央商务广场C座19层 

电话 +86-0755-83892180 +86-0755-83892180 

电子信箱 stock@kinwong.com stock@kinw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印制电路板行业，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主要产品种类

包括双面及多层刚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含贴装）和金属基电路板。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通

讯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采购管理中心，负责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和辅助原材料的统筹管理，主要

职能包括制定采购流程和制度，供应商的选择、主要原材料及机械设备的价格谈判、其他原辅材

料的价格控制。公司各事业部均设有独立的采购部，负责本事业部的原料采购。公司通过 ERP 系

统建立采购平台，达到内部采购信息流转和采购流程管理的目的。公司日常对主要原辅料的采购

流程如下： 

生产计划部根据生产排期和原材料库存情况向采购部发出采购指令，采购部据此初步选定供应商，

并根据与供应商的议价情况拟定报价单提交给采购管理中心→采购管理中心、产品线总经理对拟

采购报价单进行审核→采购部根据批准后请购，报价生成并提交订单→采购经理审批→正式向供

应商下单→供应商交货后公司验货入库并付款。 

对于覆铜板、半固化片、铜箔中经常耗用的材料规格或型号，以及干膜、油墨等通用材料，公司

设定安全库存，并结合订单情况按照预计耗用量进行采购，对于非常用规格或型号的原材料根据

客户订单确定耗用情况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行业具有以下特点：由于不同电子产品对使用的电子元器件有不同的工程设计、电气性能以及质

量要求，不同客户的产品会有所差异，公司主导产品是定制化产品而非标准件产品。基于这一特

点，公司的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根据客户订单来组织和安排生产。公司各个事业部均设立有

生产计划部，对企业的生产排期和物料管理等进行统筹安排，协调生产、采购和仓库等各相关部

门，保障生产的有序进行。公司会优先满足自身生产线的生产，当出现订单量超过公司产能时，

会安排外协加工，满足客户需求。 

3、销售模式 

根据自身的客户类型和市场情况，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直销是指向客

户类型为终端客户和电子产品生产商进行销售；经销是指向客户类型为 PCB 贸易商或者 PCB 制造



商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的直销收入占比约为 87%，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

情况，与现有客户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并大力拓展新客户，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同时，通过提升客

户群和订单质量，提高公司各类产品的健康发展能力。 

（三）行业情况说明 

印制电路板是电子产品的关键电子互连件和各电子零件装载的基板，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和电

气连接的提供者，也是结合电子、机械、化工材料等众多领域之基础产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印制电路板，因而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不可替代性是印制电路板制造

行业得以始终稳固发展的要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下游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行业发展，各种电子产品需求量大幅上升，进一步拓

宽了印制电路板制造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国内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电子产品的日益普

及，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使得印制电路板制造产业稳步发展。在此

基础上，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不仅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档次和增加技术附加

值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且可以通过抓紧市场需求方向、改善产品结构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办法

来提高盈利能力。 

1、周期性特征 

印制电路板行业的下游应用领域较为广泛，受单一行业的影响较小。已从主要依赖传统电子产品

发展到覆盖消费电子、通讯设备、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控设备、智能安防、清洁能源、航空

航天和军工产品等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受单一行业影响较小，因此印制电路板行业的周期性主要

体现为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 

2、区域性特征 

就全球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对于各类型的印制电路板产品需求旺盛。作为人口大国，

我国目前人均电子消费产品消费水平仍然较低，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消费升级、

需求的多样化将成为未来国内消费的主要特征。综合考量国外电子产品生产商及其研发机构向我

国境内转移的现状，未来我国对印制电路板需求的增速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就我国自身而言，

由于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比较发达，上述两个区域为印

制电路板制造业高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较为集中的地区。 

3、季节性特征 

印制电路板行业的季节性特征总体不明显，但由于受到节假日消费及下游客户为应对消费旺季而



提前备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行业内企业下半年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普遍高于上半年。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深耕印制电路行业二十四年，已布局了专业的刚性电路板、柔性线路板及金属基线路板三条

产品线，较好的产品布局和产品结构，保证了公司过去几年的快速成长，也为后续的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公司的刚性线路板产能已经成为我国内资 PCB 企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柔性电路板

也是我国产能规模最大的内资企业之一，公司的金属基线路板产品线，是国内唯一拥有专门规模

化生产工厂并拥有自主研发和批量生产散热材料能力的企业。凭借多个规模化产品线的优势，公

司的客户群更加广泛，有更多的市场和产品机会供挖掘，也能为客户提供更加完整的 PCB 服务。

依靠公司优化并科学的产品结构和布局、极富创新精神的技术服务团队、精益求精的经营管理团

队，公司在成本控制、产品品质、生产效率等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始终如一向全球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根据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CPCA，原名称为“中国

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排行榜，2015 年公司在行业排行榜中名列第 14 位，内资企业排

名中位列第 2 位。根据全球知名的调研机构 N.T.information 发布的全球 PCB 制造商排行统计数据，

2015 年公司排名全球第 34 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336,863,776.47 2,679,633,631.41 61.85 2,279,877,788.19 

营业收入 3,283,195,794.98 2,677,309,711.20 22.63 2,237,393,243.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7,459,011.72 422,453,388.76 27.22 325,561,012.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21,056,915.97 411,292,589.41 26.69 318,876,930.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61,502,895.24 1,369,560,692.64 108.94 947,820,778.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1,051,721.78 565,345,288.27 -4.30 359,602,499.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9 1.17 27.35 0.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49 1.17 27.35 0.9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4.39 36.46 减少2.07个百分

点 

36.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80,118,028.21 817,767,956.23 902,019,482.26 883,290,3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230,329.67 141,305,860.55 165,119,984.41 127,802,83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584,272.20 136,075,659.92 161,923,970.42 121,473,01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768,397.01 110,462,791.93 129,019,361.91 212,801,170.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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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0 152,014,080 37.26 152,014,08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智創投資有限公司 0 152,014,080 37.26 152,014,080 无 0 境外

法人 

东莞市恒鑫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0 22,883,838 5.61 22,883,838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景俊同鑫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8,080,001 4.43 18,080,001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嘉善信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5,008,001 3.68 15,008,001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16,151 116,151 0.0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6,722 16,722 0.00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3,006 13,006 0.00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06 13,006 0.00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006 13,006 0.0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EBITDA 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按照既定发展战略规划，认真做好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督促和指导管理层认真

做好具体措施的落实，切实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主要经营情况如下：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83,195,794.98 元，比上年度增长 22.63%；利润总额 653,378,178.99 元，比上年度增长 2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37,459,011.72 元，同比增长 27.22%。公司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得到

有效控制，其中营业成本 2,223,947,708.59 元，同比增长 20.52%；销售费用 111,913,245.89 元，

同比增长 28.29%；管理费用 265,220,842.40 元，同比增长 25.19%；财务费用 1,428,053.30 元，同

比下降 87.94%。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4,336,863,776.47 元，其中流动资产

2,997,322,055.86 元，非流动资产 1,339,541,720.61 元；负债总额 1,475,360,881.23 元,其中流动负

债 1,244,118,130.00，非流动负债 231,242,751.23；所有者权益总额 2,861,502,895.24 元。公司各主

要产品经营情况：1、刚性电路板生产销售情况 2016 年公司生产刚性电路板 276.61 万平方米，外

协全制程加工 7.87 万平方米，合计 284.4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5.87%；销售刚性电路板 272.6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3.18%；营业收入合计 198,282.5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6.73%。2、柔性电

路板生产销售情况 2016 年公司生产柔性电路板 61.59 万平方米，外协全制程加工 0.24 万平方米，

合计 61.8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50.86%；销售柔性电路板 60.0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42.78%；

营业收入合计 98,111.58 万元，比上年增加 40.87%。3、金属基电路板生产销售情况 2016 年公司

生产金属基电路板 27.3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5.28%；销售金属基电路板 26.10 万平方米，比上

年增加 0.64%；营业收入合计 26,711.3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74%。三条产品线并驾齐驱，质量得

到客户的认可，公司三年来营业收入保持了持续、稳健的增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6年 12月 3日，财政部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相关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

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公司将依据上述文件变更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只是会计科目列

示的变化。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净资产，不

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公司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同时，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等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6年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

4,597,679.63元，调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4,578,306.74元，调减合并利润表“销

售费用”本期金额 19,372.89 元。调增母公司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 1,214,877.11元，

调减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196,425.26元，调减合并利润表“销售费用”本期金

额 18,451.85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6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

司、龙川景旺金属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景旺电子（香港）有限公

司、龙川宗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Kinwong Electronic Europe Gm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