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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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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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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精密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002384

董事会秘书
冒小燕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8 号
0512-66306201
maoxy@sz-dsbj.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为客户提供精密制造的解决方案与制造服务，业务涵盖精密金属制造和精密电子制造两个领域，
其中精密金属制造业务包括精密钣金和精密铸造产品以及一体化的产品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移动通信、
汽车等行业；精密电子制造业务包括LED器件及小间距模组、触控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等，主要应用于消
费电子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MFLX公司100%的股权的收购。MFLX公司主要从事柔性线路板（FPC）和柔性
电路组件（FPCA）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股权交割完成之后，公司在精密电子制造业务领域新增了FPC产
品，进一步充实了公司的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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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全面整合公司在精密金属和精密电子两方面的业
务资源和优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产品解决方案。
（三）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目前公司所属行业为精密制造行业，拥有精密金属制造和精密电子制造两大类业务。根据《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的精密金属制造业务归属于“C33 金属制品业”，精密电子制造业
务归属于“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四）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精密金属组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利用上市契机，一方面打破资金瓶
颈，依托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技术扩大规模，为客户提供终端产品的解决方案，通过投资新设和并购重组实
现了精密电子业务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目标和产业要求
的经营体系，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提高公司的规模生
产能力、创新能力和一站式服务能力，实现快速增长。自2010年上市以来营业收入连续七年稳健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8,403,297,216.84

3,992,874,009.53

110.46%

3,523,739,424.51

144,210,721.03

31,713,817.26

354.73%

43,632,8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34,322.68

8,039,575.94

452.69%

32,198,28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40,974.57

-142,473,199.64

152.67%

-141,783,14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4

325.00%

0.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4

325.00%

0.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1.39%

3.93%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15,138,812,395.85

6,912,434,085.28

119.01%

5,114,076,754.32

2,732,483,329.17

2,686,188,241.90

1.72%

1,499,303,733.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995,003,100.90

1,431,595,396.39

2,730,333,235.23

3,246,365,48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05,799.12

132,924,778.51

-4,049,800.16

-2,970,05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6,722.06

79,985,711.20

-15,178,517.86

-34,979,59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45,218.62

52,453,655.72

-138,205,366.89

203,937,904.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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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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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3,329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7,33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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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23.26%

197,136,000

147,852,000 质押

197,130,000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23.26%

197,136,000

147,852,000 质押

195,650,000

袁富根

境内自然人

8.77%

74,352,000

0 质押

73,82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中海－浦江之星 177 号集
法人
合资金信托

2.96%

25,1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国有法人

2.76%

23,424,64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境内非国有
5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法人
托计划

1.79%

15,200,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山东信托－恒赢 29
法人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

14,863,14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中山证券睿翔 1 号证券投
法人
资集合资金信托

1.25%

10,630,000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鼎
境内非国有
利 10 号分级股票型资产管
法人
理计划

1.16%

9,8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
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
法人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

9,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袁永刚、袁永峰系袁富根之子，袁永峰为袁永刚之兄长，上述父子三人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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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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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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公司新一轮发展的关键之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市场环境逐步转暖，公
司牢牢抓住市场机遇，加强对行业核心客户的开拓与深度合作。完成了对MFLX 100%股权的收购，加大对
市场和行业存量资源的整合。通过大力引进行业领军人才，积极拓展产业链和产品线，全面提升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努力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
委的审核通过，这将为公司的发展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4.03亿元，净利润1.44
亿元。
2016 年公司重点工作：
1、通信业务稳健前行，后备产品重点客户的开拓取得突破。
通信业务是公司的业务基石。2016年度公司通信业务积极围绕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和行业发
展新常态，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业务体系。基站天线产品继续保持在工艺、成本、质量和交付等方面
的竞争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行业影响力，增强客户的粘性。射频器件产品方面，在研发、设计、生产
等多个关键环节深度挖掘内部潜力，在保证原有客户的基础上，加大对行业核心客户的开拓，并已取得
较好成效，为新一年业务量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2、消费电子业务砥砺奋进，重点产品精准发力获得进展。
2016年，公司继续深耕消费电子业务，多方面搭建业务渠道，全方位保证各项业务有序推进和完成。
通过在设备、技术、管理等方面不断投入和积累之后，公司LCM及TP业务基本实现了国内品牌客户的全覆
盖，LED小间距产品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整机业务更是成为国内互联网电视制造企业的
一支新秀。
3、MFLX股权交割顺利完成，全面实现对现有业务的巩固和战略升级。
本次并购使得公司在原有的产业布局基础上，拓展了消费电子行业的高端FPC产品的生产线，充实了
公司的产品线，提升了公司产品的附加值。本次并购实现了公司与MFLX的共赢，体现了良好的协同效应。
MFLX通过本公司行业的影响力，迅速打开了中国国内市场，顺利拓展了国内最优质的消费电子客户。公司
通过本次并购加快了国际化进程，资源的协同效应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全球电子行业的竞争地位。此外，
公司与MFLX在新行业、新客户的共同开拓上形成合力，为未来新业务的顺利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积极整合内部资源，提升管理效率。
一方面持续提升各子公司和业务板块的协同水平，推进管理优化，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日趋多元的情形，为进一步理顺、明确和完善各业务板块的特性和权责，继续优化事业
部制管理和核算模式，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完善精细化的内部管理和绩效评价以及职能部门与事业部
之间的有效分工与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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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精密钣金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1,803,541,163.11 1,473,410,856.85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8.30%

3.39%

3.82%

-0.35%

352,864,899.94

19.44%

16.35%

17.06%

-0.49%

LED 及其显示器件

2,585,172,381.27 2,359,191,306.66

8.74%

171.64%

183.96%

-3.96%

触控面板及 LCM 模组

1,550,850,122.91 1,475,081,640.69

4.89%

77.47%

76.13%

0.73%

柔性线路板电子产品

1,970,077,530.84 1,708,891,472.01

13.26%

100.00%

100.00%

13.26%

精密压铸

438,036,482.7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MFLX 100%的股权，导致公司的收入、成本、利润相应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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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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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购买方名称
MFLX公司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MFLX公司

股权取得时点
2016年7月27日
购买日
2016年7月31日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4,071,852,948.91
100.00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合并协议》所约定的各
项合并交割条件均已满足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1,996,420,041.17

股权取得方式
收购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103,273,795.07

(2) 其他说明
2016年2月5日，本公司、Dragon Electronix Merger Sub Inc.(本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以下简称合并子公司)与MFLX公司共同签署了《AGREEMENT AND PLAN OF MERGER》(以下简称《合并
协议》)。按照《合并协议》，本公司于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27日，鉴于《合并协议》所约定的各项合
并交割条件均已满足，本公司完成了对MFLX公司100%股权的收购，MFLX公司从而自取得股权后成为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报告期初，公司持有子公司腾冉电气35.34%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其实施控制。2016
年1月24日，腾冉电气的自然人股东张明军、赵浩、王春、魏军四方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达到59.75%。2016年5月12日，本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监事会主席、腾冉电气董事长赵浩不再担任公司监事。本公司认定，截至2016
年5月12日，由于公司已不能决定腾冉电气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公司丧失对腾冉电气的控制权，故不再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腾冉电气成为公司的联营业企业。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东山前瞻
设立
2,550,000.00
51%
东吉源
设立
13,600,000.00
100%
Dragon Electronix Holdings Inc.
设立
1美元
100%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201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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