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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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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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3,5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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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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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4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丹凤

张正元

办公地址

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 6 号

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 6 号

电话

020-32210275

020-32210275

电子信箱

shiyuan@cvte.com

shiyuan@cvt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交互智能平板等电子类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始终致力于提升电子产
品更加丰富与高效的信息沟通体验，依托在显示驱动、信号处理、电源管理、人机交互、应用开发、系统集成等技术领域的
开发经验，面向应用层面进行资源整合与产品开发，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延伸和丰富产品结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领
域和商用电子领域。目前，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供应商和国内领先的交互智能平板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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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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7,941,601.99

5,996,057,484.24

37.39%

4,309,101,3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956,223.82

354,463,544.60

109.32%

225,882,24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4,143,674.91

334,465,711.52

80.63%

218,198,42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083,753.67

538,217,602.99

40.29%

270,299,23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4

0.98

108.16%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4

0.98

108.16%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4%

54.65%

20.29%

52.1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859,824,935.58

2,054,544,944.31

39.20%

1,344,065,84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4,935,479.59

809,428,738.60

53.80%

521,649,445.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451,792,695.19

1,936,576,400.24

2,669,354,977.41

2,180,217,52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61,492.84

233,468,637.69

270,612,144.09

147,313,94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255,295.64

180,002,884.73

263,144,380.73

75,741,11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4,680.15

204,129,525.26

545,287,693.66

921,854.60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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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37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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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正聪

境外自然人

13.36%

48,510,000

王毅然

境内自然人

13.06%

47,410,000

孙永辉

境内自然人

12.96%

47,0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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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广州视迅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7.58%

27,500,000

于伟

境内自然人

6.36%

23,100,000

周开琪

境内自然人

5.96%

21,648,000

尤天远

境内自然人

4.70%

17,050,000

吴彩平

境内自然人

3.88%

14,091,000

广州视欣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3.28%

11,891,000

任锐

2.91%

10,560,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黄正聪、王毅然、孙永辉、于伟、周开琪和尤天远为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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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视源股份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快速供货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与客户优势和质量管理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实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报告期内，视源股份实现营业收入82.38亿元，较2015
年增长3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41亿元，较2015年增长109.32%。
根据IHS DisplaySearch统计，近几年全球液晶电视的年出货量基本保持在2.2-2.4亿台，产品需求逐步由普通电视转向互
联网智能电视。随着全球智能电视需求的不断增加，公司智能电视板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带动公司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产品
销售收入增长。公司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仍不断扩大市场份额，2016年度，公司的液晶显示主控板卡销售收入较2015年增
长23.76%，占公司营业收入为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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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交互智能平板产品主要应用于教育市场。与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的教育在信息化方面基
础设施薄弱，资源共建共享水平较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
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需要发展教育信息化，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国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
视程度与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加速了市场对公司交互智能平板产品的需求。2016年度，公司的交互智能平板销售收入较2015
年增长62.17%，占公司营业收入为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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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主控板
4,714,657,772.91 4,015,856,617.64
卡

14.82%

23.76%

26.18%

-1.63%

交互智能平板

29.26%

62.17%

52.90%

4.29%

3,041,285,996.99 2,151,520,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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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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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
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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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科目
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本公司在编制2016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时，调增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5,594,276.47元，调减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5,365,335.27元、调减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
228,941.20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比较数据不予调整。本公司在编制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0,213,752.69元，调减应交税费-增值税期末余额10,213,752.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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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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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购买方名 股权取得时 股权取得成 股权取得比 股权取得方
称
点
本
例
式
俊荟有限公 2016年08月
司
19日

2,152,029.60

70.00% 增资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购买日至期 购买日至期
定依据
末被购买方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的净利润

2016年08月 根据增资协
19日
议约定目标
公司收到增
资款日为交
割日

1,983,562.72

-693,769.69

2、与上年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3家，原因为：2016年6月新设立广州镭晨自动控制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7月新设立北京希
孚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8月子公司视源（香港）有限公司通过增资的方式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俊荟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正聪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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