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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1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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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源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晓娜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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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8 年 8 月 28 日，谢勇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担任副总经理；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

意聘请程晓娜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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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18,897,314.04 3,727,634,244.89 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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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286,540.63 309,817,303.28 2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6,978,540.68 291,767,984.77 2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527,509.94 -226,679,459.02 22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9 22.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9 2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9% 15.76%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141,814,512.57 4,951,754,707.49 2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21,364,754.67 2,507,906,784.72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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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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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正聪 境外自然人 11.93% 77,616,000 77,616,000   

王毅然 境内自然人 11.65% 75,856,000 75,856,000   

孙永辉 境内自然人 11.57% 75,275,200 75,275,200   

广州视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6% 44,000,000 44,000,000   

于伟 境内自然人 5.68% 36,960,000 36,960,000   

周开琪 境内自然人 5.32% 34,636,800 34,636,800   

尤天远 境内自然人 4.19% 27,280,000 27,280,000   

吴彩平 境内自然人 3.46% 22,545,600 22,545,600   

广州视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 19,025,600 19,025,600   

任锐 境内自然人 2.60% 16,896,000 16,8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黄正聪、王毅然、孙永辉、于伟、周开琪、尤天远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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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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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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公司凭借产品和技术创新优

势、供应链整合管理能力和规模优势，继续保持了液晶显示主控板卡和交互智能平板的市场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621,889.73万元，同比增长66.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528.65万元，同比增长24.3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6,697.85万元，同比增长25.78%。  

1、部件业务 

据IHS Markit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为9,798.32万台，液晶电视行业需求总体保持稳定。面临液晶

显示主控板卡部分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缺货及涨价的严峻形势，公司继续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凭借产品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整合

能力，实现了产品销量及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提升，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智能板卡收入占比大幅提升。2018年上半年，公司

液晶显示主控板卡实现营业收入359,613.08万元，同比增长72.77%，出货量为3,585万片，占全球液晶电视主控板卡出货量比

重超36%。其中，智能板卡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235.45万元，同比增长133.79%，出货量为1,271万片，约占公司

上半年液晶显示主控板卡出货量的35.45%。 

报告期内，产品部分原材料如多层陶瓷电容、MOS管等持续缺货及涨价，导致原材料采购成本持续上涨；同时，受人

民币贬值因素影响，公司进口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因此，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业务的毛利率同比下降3.41个百分点，降至

11.74%。 

2、教育业务 

报告期内，教育业务致力于从教室应用场景，向学校、学区的完整教育信息化应用场景延伸，帮助学校构建从教学到

管理的智慧教育信息化平台。希沃教育业务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继续加大硬件、软件产品的研发力度，同时增加市场投入，

扩展营销团队规模，加强用户培训及服务能力，进一步明确了多媒体事业部、教务事业部、校务事业部、学务事业部的业务

划分及定位，管理和分工更加精细化。2018年上半年，公司交互智能平板产品在教育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83,644.57万元，同

比增长46.96%，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29.53%。依据奥维云网《2018年Q2中国B2B IWB市场研究报告》，希沃在交互智能

平板市场的销量和销售额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领先优势。同时，公司依托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创新能力，实现了产

品收入结构优化，大尺寸的交互智能平板销售占比显著提升；智慧黑板、幼教产品、学生终端及软件等新产品收入呈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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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态势。 

3、企业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MAXHUB高效会议平台业务已初步完成全国经销与服务网络部署、线上渠道布局、行业及大客户直销团

队建设，保证用最快的速度触达行业大客户，并根据行业客户的应用需求，开放SDK进行需求开发与整合，提升大客户黏性，

打造行业样板案例。在推广层面，MAXHUB针对全用户提供免费试用的体验，展开全国各区域大范围推广，加以百度等搜

索引擎及主流媒体的投放覆盖，进一步打开产品及品牌的用户认知。在技术及产品层面，MAXHUB凭借强大的产品研发能

力，加快产品迭代速度，不断引领市场的发展趋势。2018年上半年，公司交互智能平板产品在会议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4,476.74

万元，同比增长127.53%，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3.94%。 

4、孵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健康医疗、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新业务领域持续开展市场研究，加大研发投入和产品开发力度，

完善新业务领域的专业团队建设，积极培育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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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由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上海仙视；由于新设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广州视泰、合

肥视源高新。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勇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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