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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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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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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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辉开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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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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跃军

韩贵璐

办公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工业区创新道 1 号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工业区创新道 1 号

电话

022-28572588-8551

022-28572588-8552

电子信箱

tjdxhyj@163.com

hgl082@163.com

姓名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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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099,543.03

331,977,340.40

190.41%

52,167,929.07

15,651,536.81

233.31%

48,709,211.18

12,499,995.79

289.67%

40,746,551.15

-30,062,429.55

235.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8

0.0765

7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8

0.0765

76.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2.57%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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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858,665.03

2,676,005,097.95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0,820,798.09

1,796,701,773.79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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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7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0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10.10%

39,399,090

29,549,317

质押

21,140,558

7.09%

27,656,098

27,656,098

6.87%

26,781,707

26,781,707

4.23%

16,479,491

12,359,617

3.48%

13,584,051

13,584,051

质押

3,620,400

境内自然人

3.39%

13,215,026

9,911,269

国有法人

3.39%

13,214,336

0

2.85%

11,112,530

11,112,530

2.09%

8,166,525

8,166,525

质押

8,145,903

1.78%

6,929,569

0

股东性质

董树林

境内自然人

永州市福瑞投资有限责

境内非国有

任公司

法人

西藏青崖创业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张国祥

境内自然人

浙江海宁瑞业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张秋凤

股东名称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浙江海宁新雷盈创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卫伟平

境内自然人

大连臻乾投资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股比
例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树林先生、张国祥先生、张秋凤女士为
一致行动人，西藏青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伙人为董树林、张国祥、张秋凤三人；
2、浙江海宁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海宁新雷
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1、公司股东杨纬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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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情况说明（如有）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65,398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65,398
股；
2、公司股东马鞍山幸福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12,422
股，实际合计持有 3,612,422 股；
3、公司股东徐智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68,857 股外，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38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53,8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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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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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进入液晶显示和触摸屏模组领域之后，确立了双主业驱动的格局，为下一步通过
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创造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间。借助两地公司优势项目的互补和企业文化的有
效融合，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使公司在立足于传统优势产业稳步攀升的基础上，借助新兴
领域焕发出了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409.9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41%；实现营业利润
6,382.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4.75%；实现利润总额6,386.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0.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16.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3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70.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9.6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2018年，子公司新辉开重点开发的电子车牌项目，已在美国部分州、中东地区逐步
投放市场。但由于目前尚处在市场的试水期，对于部分产品的技术工艺标准和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反馈，新辉开仍在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技术调整。同时，新辉开仍在针对此类未来的
拳头产品进行技术储备和改革，包括电子车牌-AckBar技术、BB-8技术、ZBD技术以及成品组
装技术的创新与改良，都将为未来大批量生产提供有力支撑。
新辉开还与国内大型白色家电企业展开合作。报告期内，送样项目已累计超过30项，立
项项目超过15项，已能实现量产的项目达到5项。产品类型涵盖了黑白LCD、黑白LCM、TFT、
TP、TP+TFT等多种主打产品，2018年下半年有望实现量产。
（2)子公司经纬正能于2016年中标的昌吉-古泉±11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换流站电抗器项
目，于报告期内顺利完成全部产品的供货。同时，经纬正能成功中标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
2017年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项目，将为其500kV的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生产9台并联
电抗器，这将进一步扩大经纬正能在该领域的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经纬正能还顺利通过
了南网公司2018年第三轮合格供应商资格的预审，类别包括：10kV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35kV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10kV干式空心并联电抗器，35kV干式空心并联电抗器，10kV干式空心
限流电抗器。此次审核的通过，将会为经纬正能参与南网公司800kV乌东德特高压柔性直流输
电工程项目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新产品研发和工艺提升方面，针对海外市场对线路阻波器的需求，研发团队研制的63kA
级线路阻波器的产品已进入生产阶段。同时，随着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关键主设备之一的桥臂电抗器的市场需求开始扩大，经纬正能的研发团队已针对该项产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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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设计工作，后续会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适时安排样机的生产试制。
(3)2018年4月17日公司，公司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天津经纬
电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5月1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2018年5月17日为
授予日，授予179名激励对象 703.6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有助于经营
团队统一目标，从公司大局出发，为公司更好的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提供内在动力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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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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