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4-07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嘉联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1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斌

张晓艳

电话

0573-84252627

0573-84252627

传真

0573-84252318

0573-84252318

电子信箱

njlstock@newjialian.com

njlstock@newjiali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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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营业收入（元）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160,461,581.29

222,965,026.42

-28.03%

337,596,70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59,263.84

-8,720,628.96

-190.12%

2,025,41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324,979.14

-11,620,019.06

169.58%

-4,751,93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00,753.84

42,142,104.73

-131.09%

9,658,52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83.33%

0.01

2.48%

-2.75%

5.23%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356,423,900.56

367,601,973.99

-3.04%

413,300,55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1,116,577.27

313,274,309.92

2.5%

322,050,117.28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6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1,64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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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上海天纪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9.88%

31,013,002

0

7.67%

11,970,000

9,802,500

嘉兴市大盛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有限公司
人

4.64%

7,234,424

0

宋爱萍

4.05%

6,313,926

4,333,363

上海瑞点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3.8%

5,933,395

0

中信证券股份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约定
人
购回专用账户

2.65%

4,130,000

0

丁仁涛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金纯

境内自然人

2.4%

3,741,950

1,870,975

徐林元

境内自然人

1.88%

2,925,879

0

韩永其

境内自然人

1.65%

2,567,876

2,567,876

屠成章

境内自然人

1.18%

1,844,060

0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第二大股东丁仁涛持有公司第三大股东嘉兴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 4.693%的股份。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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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公司董事会严格依照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全体董事本着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的工作态度，依法行使职权，切实保障了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和员工的合法权益。经营班子
在董事会领导下，在加紧实施生产工艺改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自动化改造项目、加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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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国内市场力度、提高公司生产线产能和生产效率、处置公司自成立以来累积的存货和闲置
(报废)的机器设备、剔除不良资产以减少公司的管理费用、优化公司组织架构设置，提升部
门工作效能、提高员工生活质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2013年度公司以“机器换人”为基本思路，以内焊新工艺为核心，打破传统电声生产模
式，从产品结构、生产工艺两方面着手进行创新改造。极大缓解了公司部分用工急缺的状况，
有效提高了人均产值,并降低了原材料损耗；在产品的性能及可靠性方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降低了市场售后质量风险。
为了改变公司一直以传统的单膜产品为主的格局，配合目前销售火爆的智能手机及平板
电脑产品市场需求，改变新品研发过程中，缺乏具有差异性竞争力的优势产品的现状。报告
期，公司在新设备、新材料的引进、中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方面投入力度显著，并在复合膜
产品领域取得突破，为公司未来拓展国内市场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报告期，公司自主创新的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是今年技术改造的一大亮点。公司
通过建立一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团队，围绕创新产品的创新工艺，自行设计并制造适用本公
司生产要求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从产品前道工序、柔性全自动工作站的定制、关键部件装配
等核心生产工序建立了标准化模块，大大提高公司生产线人均产能，实现了传统微电声产品
装配技术的重大突破。公司对于部分核心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公司与西门子、松下等国外客户保持长期良好合作，近八成产品销往国外，但是公司多
年来在国内市场培育和拓展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并缺乏强有力的市场开拓团队。报告期，
公司着重加强了销售团队的建设，分别在南北方市场建立了项目团队，主攻国内一、二线智
能手机品牌客户，并取得了突破。
报告期，公司围绕提升效率，对公司组织构架进行整合优化，建立跨部门多功能项目组；
为提高采购效率、节约成本，初步建立起供应商竞价机制；为提高物料管理体系，使生产经
营环节与公司财务管理体系有机结合，完成了新ERP系统的切换工作；为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
公司重新梳理了绩效考核体系，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优胜劣汰鼓励先进；为改善员工生活质
量、减少员工流动性，改善了员工用餐、住宿环境、生活娱乐环境，报告期员工工资也有较
大幅度的提升，上述工作为公司稳定干部和员工队伍、推进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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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盘活公司闲置资产，减轻公司经营负担，改善今后发展的内部环境，2013年下半年，
公司对部分闲置土地、厂房，闲置设备进行清理、盘点、归类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流程完
成了资产评估、资产拍卖、土地及厂房转让等盘活存量的工作。同时完成了对子公司上海凌
嘉、重庆新嘉联、深圳凌嘉的处置工作。
报告期，公司为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为改善公司经营现状和主营业务
盈利能力打下了基础。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160,461,581.2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8.03%，
主要系本期受市场环境影响，销售规模持续下降所致；营业成本143,862,562.26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20.07%，主要系本期随营业收入减少而相应减少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
费用为49,698,270.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2%，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增加；研发投入为
7,865,319.7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24%，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减少；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13,100,753.84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1.09%，主要系本期营业规模较上期
缩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度减少,收到的税费返还也受到影响；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570,722.0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803.61%，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较上期减少及加大委托贷款额度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64,387.19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655.70%，主要系本期支付子公司的少数股东的退股款及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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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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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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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售股权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李东于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2013年10月28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凌嘉电子有限公司85%股权以评估
后净资产作价400万元转让给李东，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3年10月28日。公司已于2013年10
月24日收到该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本公司自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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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市凌通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并经2013年1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深圳凌嘉电
音有限公司98.68%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181.97万元转让给深圳市凌通人和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3年12月28日。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该股权转让款181.97
万元。本公司自股权转让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由于本公司调整经营战略，2013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重庆新嘉联电子
有限公司解散。该公司已于2013年12月24日清算完毕，并于2013年12月31日办妥注销手续。
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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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5）对 2014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4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300

至

-50
-770.6

与上年同期相比 2014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2013 年公司对
部分固定资产进行了处置，使本期折旧费用下降；2、2013 年公司处置了
部分亏损子公司，股权已转让的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韦中总
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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