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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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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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捷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300319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波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广培社区裕新路 65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广培社区裕新路 65
号南兴工业园厂房第一栋、第二栋
号南兴工业园厂房第一栋、第二栋

传真

0755-28085605

0755-28085605

电话

0755-28085000-320

0755-28085000-32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zmicrogate.com

securities@szmicrogat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及销售片式功率电感、射频元器件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和LCM显示屏模组器
件，并为下游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和元器件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主导产品属于高端电子元器件，其设计、
制造具有高精密性。产品广泛用于移动通讯、消费电子、军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应用产品、LED照明、
汽车电子、工业设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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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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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671,640,887.00

1,441,336,856.40

15.98%

1,742,675,61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688,224.30

-351,198,567.45

137.50%

167,731,43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378,458.59

-370,677,864.87

130.05%

157,376,06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28,074.01

180,274,622.00

-44.46%

329,786,39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0

138.00%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0

138.00%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6%

-17.05%

138.36%

12.9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154,834,189.69

3,109,379,136.92

1.46%

3,153,936,6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3,650,954.33

1,883,728,382.25

6.90%

2,229,681,9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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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249,677.68

441,584,223.96

429,240,148.73

426,566,83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69,805.25

37,095,432.10

35,591,369.81

36,031,61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69,134.29

31,750,560.05

31,433,992.70

32,824,77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20,392.22

-5,611,586.96

97,944,465.89

-39,725,1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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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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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1,638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4,53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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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动能东方
境内非国有
股权投资有限
法人
公司
张美蓉

境内自然人

上海隆华汇股
权投资基金合
其他
伙企业（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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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

183,818,073

0 质押

148,633,308

6.74%

46,886,002

37,756,801 质押

45,909,102

5.33%

37,077,9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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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新投 境内非国有
中艺有限公司 法人

4.48%

31,124,677

0 质押

金鹰基金－工
商银行－万向
信托－万向信
其他
托－万通 13 号
事务管理类单
一资金信托

3.85%

26,793,022

0

深圳市百力联
创投资企业（有 其他
限合伙）

3.30%

22,910,419

0 质押

钟志海

1.92%

13,369,470

10,027,102

皓熙股权投资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南京
其他
高科皓熙定增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83%

12,741,908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50%

10,409,069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四一一组合

1.28%

8,864,149

0

境内自然人

28,182,992

19,133,829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与钟志海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动的说明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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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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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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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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宏观经济放缓且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增添了经济预期和市场前景的不确
定性，消费类电子行业需求出现整体下滑趋势，国内也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金融去杠杆
背景下导致公司融资成本和难度不断增大，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增加了许多不利因素。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
的经济形势，在公司管理层智慧拼搏下，公司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671,640,88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9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688,224.30元，与上年同比增长137.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1,378,458.59元，与上年同比增长130.05%；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104,296,787.46元，与上年同比减少42.15%。公司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变动的原因为：1、公司募
投项目产能逐步释放产生效益，一体电感和 SAW 滤波器产品开始贡献业绩，本部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比增
长八成；2、本期合并增加了子公司金之川全年业绩，去年仅合并金之川9月至12月业绩；3、去年同期由
于子公司星源电子经营业绩不理想计提商誉减值 3.95 亿元，导致公司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控制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优化调整盈利结构。目前，公
司电感和滤波器等高科技产品已占利润贡献六成以上，经营质量和资产结构日益稳健。公司重点完成工作
如下：
1、市场拓展方面
公司电感和滤波器等产品主要立足于智能移动通信终端市场，紧跟海思、高通、MTK和展讯等IC设
计平台走势并通过了平台认证，分类攻克了行业内的标杆品牌客户并提升了市场份额，尤其是一体电感和
SAW滤波器等新产品已经开始批量出货阶段并成功Design in知名大客户如TCL、MOTO、伟创力、天珑、
华勤、闻泰、中兴、华为等，对二、三线客户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增强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品质信心，
正在向市场推广放量并逐步贡献业绩；为了顺应万物互联时代的发展，公司在安防监控与网通市场、TV
与光猫机顶盒、通信基站等市场取得了积极拓展，跟进了广域网和局域网的互联网接入产品，并开始导入
全球知名品牌智能语音客户。
全资子公司星源电子的显示屏业务在2018年以稳定的供应能力、一流的品质能力、全面的产品技术能
力、专业的服务能力提升了在行业品牌客户销售占比，有效控制了经营风险；在车载显示方面积极拓展了
高端车载大客户，通过提供更好的用户技术及一站式产品服务体验来逐步提升车载市场销售额，同时积极
关注了物联网带来的智能音箱、智能家居和互动多媒体显示等市场机会。
控股子公司金之川的大功率电感器和变压器产品不仅在中兴、华为等通信基站客户供不应求，而且为
了分散经营风险，在手机快充、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和高端服务器等新产品市场也得到快速成长，跟
随汇川技术、麦格米特和英博尔等品牌客户进入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和充电桩电源管理模块等新兴高毛利
市场，并发挥了与母公司的产品互补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全系列产品和一站式服务。控股子公司长兴电
子封装外壳业务在全力拓展军工半导体客户后军工电子销售收入得到大幅增长，实现了扭亏为盈。
2、生产管理方面
在全公司及子公司全面持续推行了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以及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提升和改造，导
入智能化仓储系统和MES体系以及加强IT系统建设，减少了人力成本支出，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效益，通过
“双化活动”初步达到了省人增效和效益监控的目标；公司还通过精细化管理继续降低生产成本，控制生产
过程损耗并提升单位人均产出，深化管理研发BOM成本审核及标准化，优化了供应链降低采购成本，控制
计划外的非有效入库及生产来控制库存，加强生产人员技能培训与素养提升，完善了品质管理体系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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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运行并丰富品质管理活动，提升了产品质量管理的有效性，提高了工艺制程能力和产品合格率，增强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根据市场业务订单情况购置生产设备，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实施来填充产能，实
现了产销效益最大化目标。
3、研发创新方面
公司新产品研发主要围绕5G、物联网、人工智能、汽车电子等新需求和新应用来开发新型电子元器
件。在射频微波器件方面，开发了主力频段的SAW滤波器与双工器、TC-SAW滤波器以丰富高端产品系列，
同时开发量产了与SAW滤波器相配套的关键材料陶瓷基板，持续研发小型化、高频化叠层电感和叠层LTCC
滤波器，面向5G手机终端预研了相应的射频集成模块。在电源管理器件方面，针对智能移动终端客户开发
了小型化高频功率一体电感粉料和复合工艺的功率电感产品，针对通信基站、光伏新能源和汽车电子客户
设计开发了大功率、高效率的大电感和变压器。公司还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成功率与转量产
率等措施加快了公司新产品的面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参与的“高世代声表面波材料与滤波器产业
化技术”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公司未来还将继续紧跟行业市场前沿发展趋势，精耕细作国内外优秀品牌客户，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并
前期参与平台设计，致力于为客户赋能提供一站式元器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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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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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器件

846,315,463.91

217,207,712.20

25.67%

59.15%

89.14%

4.07%

LCM 液晶显示
模组

824,528,261.25

94,136,510.76

11.42%

-3.53%

5.62%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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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
15.98%、10.58%和137.50%，业绩变动的原因是：
1、公司募投项目产能逐步释放产生效益，一体电感和 SAW 滤波器产品开始贡献业绩，本部经营业
绩较去年同比增长八成；
2、本期合并增加了子公司金之川全年业绩，去年仅合并金之川9月至12月业绩；
3、去年同期由于子公司星源电子经营业绩不理想计提商誉减值3.95亿元，导致公司亏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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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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2018〕15 号）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
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及“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核算内容发生变化；
9、新增“研发费用”项目, 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10、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明细项目；
11、“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行项目、
“营业外支出”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1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不
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上述变更仅涉及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变化，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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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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