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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李文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济立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麦捷科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31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波

刘倩

电话

0755-28085000-320

0755-28085000-320

传真

0755-28085605

0755-28085605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zmcirogate.com

securities@szmcirogat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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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99,581,385.80

108,068,034.91

45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773,073.38

11,205,716.27

29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3,319,870.50

10,021,256.26

332.28%

3,011,209.91

10,400,635.95

-71.05%

0.0142

0.0750

-8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8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8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3.29%

0.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4%

2.94%

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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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2,217,602,940.79

2,065,638,857.73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286,427,559.36

1,203,266,288.13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6.0716

5.5865

8.68%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9,434.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93,519.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515.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543.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910.77

合计

453,202.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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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动能东方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权投资有限公司

32.28%

68,401,189

68,401,189 质押

47,115,000

深圳市华新投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艺有限公司

11.47%

24,303,075

24,303,075 质押

20,386,847

8.26%

17,500,000

14,625,000 质押

13,592,115

上海隆华汇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其他
业（有限合伙）

5.89%

12,475,822

12,475,822

深圳市百力联创
投资企业（有限 其他
合伙）

4.82%

10,212,350

10,212,350

钟志海

2.12%

4,498,503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1.65%

3,502,400

华灿桥

境内自然人

1.42%

3,014,507

张海恩

境内自然人

1.23%

2,600,000

1.13%

2,389,417

张美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其他
实事件驱动股票

4,498,503 质押

3,150,000

3,01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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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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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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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9,958.1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4.82%，实现营业利润4,887.03万元，
与上年同比上升28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77.31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290.63%。公
司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的原因为：1、母公司募投项目产能释放使得持续效益发挥带来业绩
增长；2、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报告期新纳入的子公司星源电子带来业绩增长。
2016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着“深耕高端电子元器件主业，积极布局新兴产业”为主题进行发展，
总体经营成果丰硕、多点开花，各方面均取得一定突破。在投融资项目方面，为顺应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
公司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8.5亿元投资SAW滤波器和MPIM一体成型小尺寸电感项目已获证监会审核通
过，等待成功发行后实施。在生产制造方面，公司持续进行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以及管理系统信息
化的提升和改造，减少人力成本支出，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努力建设成为一个智能化工厂。在市场拓展
方面，在智能手机等消费类电子领域将公司SAW滤波器和MPIM一体成型小尺寸电感导入现有手机客户中，
同时开发在无人机、机器人、VR设备终端及IOT应用终端等新兴消费类电子市场；在汽车电子、军工电子、
安防领域等蓝海市场进行深化开发；建立网上销售平台系统，线下加强优秀代理商的寻找与管理，编制优
秀而密实的销售网络，促进麦捷科技生态链建设。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在材料开发、电路设计、工艺制
造等进行潜心研究创新，紧跟移动智能终端IC平台发展需求来定义开发新产品，缩短研发周期从而实现尽
快量产。在人力资源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引进行业内专家团队等高端人才，在内部建立导师培训制度来全
面提升员工素质，形成人才梯队有序发展；公司未来将不断通过股权激励等有效方式来激发了管理人员及
核心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公司还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等评比活动促进企业创新文
化建设。通过“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的人才发展模式，推动公司基业长青。
在新能源汽车、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整合及转型升级刻
不容缓，麦捷科技将继续深耕电感和滤波器等高端电子元器件主业，在汽车电子、军工电子、射频IC等新
兴领域进行产业布局，紧抓时代机遇，延伸并丰富产业链，智勇图强、开拓创新，努力将公司建设成国内
领先、世界一流的高端电子元器件企业。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公司2015年8月完成收购星源电子，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期公司主营业务新增了LCM显示屏模组的生
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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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电子元器件

153,600,424.81

106,091,983.39

30.93%

LCM 液晶显示
模组

445,508,596.69

381,794,853.08

14.30%

42.13%

31.1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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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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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上涨
454.82%、503.50%、290.63%，主要原因为本期纳入星源电子、长兴电子经营业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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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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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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