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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0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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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沪电股份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子公司 

PCB 指 印制电路板 

货币单位 指 本报告如无特别说明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报告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沪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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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贵 钱元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1 号 

电话 0512-57356148 0512-57356136 

电子信箱 mike@wuspc.com fin30@wu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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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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588,670 3,121,917,456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3,547,744 478,398,629 2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0,788,070 453,275,244 2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4,479,931 559,129,938 2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33 0.2835 2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22 0.2801 2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11.33% 减少 0.4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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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6,914,364 8,236,218,053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33,378,316 5,134,060,696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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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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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9.60%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2.85%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2%     124,513,9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65,144,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26,139,642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      18,010,2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0.94%      16,295,64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65%      11,223,1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11,056,01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其他 0.46%       7,980,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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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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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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压力升级，对全球经济和供应链造

成持续的影响，无可避免也对PCB行业造成了冲击，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疫情期间，公司生产经

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厂区一度暂停生产，但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疾病防控措施，公司得以较

快的速度复工复产，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升。 

2020年上半年，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中，汽车电子受到负面冲击，但5G基站，互联网设备和云端设备等

通讯领域的需求表现较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35.34亿元，同比增长约13.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5.84亿元，同比增长约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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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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公司相应变更会计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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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2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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