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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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精密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8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冒小燕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8 号

电话

0512-66306201

电子信箱

maoxy@sz-dsb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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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211,689,302.67

6,120,632,086.95

1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053,951.67

119,330,603.65

11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3,765,395.69

89,169,295.88

1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5,485,132.83

-439,383,916.23

26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1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1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3.34%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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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62,318,421.46

22,113,480,252.92

13.79%

8,024,939,898.89

7,773,178,582.65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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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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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8.41%

197,136,000

147,852,000 质押

128,419,900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18.41%

197,136,000

147,852,000 质押

143,202,000

袁富根

境内自然人

6.94%

74,352,000

质押

34,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信智胜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4.18%

44,731,610

金鹰基金－浙
商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渤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信托·恒利丰
17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4.18%

44,721,669

兴银基金－浦
发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托·顺浦 23 号单
一资金信托

3.09%

33,051,689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华润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信托·景睿 6 号
单一资金信托

2.78%

29,821,073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号集合资金
信托

2.33%

24,920,000

平安资管－平
安银行－平安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产创赢 5 号
资产管理产品

2.09%

22,365,805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
云南国际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云南信托－
盈泰 1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2.09%

22,365,8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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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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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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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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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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紧紧围绕“致力于为智能互联、互通的世界提供技术领先的核心器件”的产业发展思路，统筹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2018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高效推进重点工作、不断优化综合管理能力。随着盐城生产基地的逐步投产以及公司核心产品在
行业渗透率的持续提高，公司的产能规模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持续彰显。通过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策略，引导技术产业
化的应用，加大研发投入和智能工厂的建设，强化内部管理，提高产品品质和交付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积极努力。
2018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1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3%；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2.6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17.93%，实现每股收益 0.24元。公司上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1、紧密贴近客户需求，做深做优细分行业
公司以满足行业需求为核心推进产品和工艺的研发，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做贴近行业的深度开发，保持产品与制造工艺
始终符合客户和行业的需求，帮助客户创造价值。公司的LED器件产品，能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丰富的产品种类和细分
产品型号，并保证用户体验效果。公司的FPC产品，能为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的产品解决方案和量产计划。
2、加强运营管理， 提升产品的质量和交付能力
公司的产品、客户、订单、生产基地等相对分散，如何高效准确进行原材料的需求预测和灵活有效地协调制定生产计划
和组织生产，对公司的管理运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障公司业务稳健发展的同时，为既能积极应对客户及行业的多
变需求，又能优化成本、提高效率，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工厂的建设，基于全面信息系统的支撑，借助物联网技术、自动化技
术等，以提高生产计划及制造和交付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公司以盐城生产基地为样本全面打造现代化、规模化智能工厂的建
设，提升生产制造和服务能力。
3、完善的海外分支机构，更好地服务客户
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与当地高校开展合作，吸引优质的技术人才，接收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在给客户提供技术服
务的同时保持与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接轨。在北美、芬兰、新加坡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
以便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服务。
4、建立人才培养与激励体系，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公司秉承“开放、务实、包容”的发展理念，加强各类人才的引进、发掘和培养。完善培训体系，制定重点培训项目，推
动关键岗位人员的储备。有针对性地组织优秀管理团队外出考察、新进员工和校招生的培训等，提升他们的业务技能及综合
素质，同时也为公司带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公司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追求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5、深耕主业，积极推进产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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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度，公司一方面通过推进同行业海外优质产业的并购，实现聚焦主业、做强做大，培育深厚的内生增长动力，积
极打造结构合理的产品和客户优势。另一方面着手剥离非核心业务，提质增效，轻装上阵，磨练更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团队，努力使公司行业地位更加凸显，经营业绩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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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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