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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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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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星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国外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夏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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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24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军安

贾阳

办公地址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电话

0536-3055688

0536-3055688

电子信箱

ir@goertek.com

ir@goer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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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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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426,361,039.89

9,973,937,503.79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4,916,645.68

718,842,187.16

-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6,155,521.87

644,185,198.99

-5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7,971,125.77

1,512,063,618.00

-37.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6.46%

-3.5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6,313,486,734.61

26,570,592,215.26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00,073,693.10

14,894,652,290.15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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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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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1%

776,045,479

质押

300,000,000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5.41%

500,101,518

416,326,138 质押

303,700,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3.16%

102,590,612

76,942,959 质押

83,81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50%

81,119,5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3%

78,838,42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
其他
持股计划

1.69%

55,000,00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
－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计划集 其他
合资产管理计划

1.28%

41,411,3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16%

37,668,48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淡水泉精选 1 期

1.12%

36,197,6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7%

31,573,800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36,045,479 股
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00 股，合计持有 776,04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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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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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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受外部市场波动和中美贸易争端等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的难度加大。根据国际调研机构IDC
的统计数据，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下滑，上半年整体出货量为6.763亿部，同比下滑2.35%，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进一步
集中，形成了以三星、苹果、中国手机品牌厂商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下滑的同时，虚拟现实设备等新型智
能人机交互产品市场也出现了下滑，公司经营面临行业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
2018年上半年，公司电声器件业务和电子配件业务受行业和客户因素影响均出现了下滑，但公司坚持“零件+成品”的发
展战略，坚持研发驱动，把握后移动时代智能硬件产业、半导体产业和5G相关产业的发展契机，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同时，
不断开拓新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一是继续巩固在微型电声器件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应用新型振膜材料，推出具有
防水、立体声音效、高信噪比表现的新型电声器件产品，得到了行业客户的广泛认可；二是在微电子领域内加强布局，巩固
在MEMS声学传感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在半导体芯片研发和封测、智能传感器、SIP先进封装工艺等方面加强投入，并持
续引进业内先进人才；三是在智能硬件产品领域内积极拓展，依托公司声学优势快速发展智能耳机和智能音箱等AI智能交
互产品业务，继续夯实公司在VR/AR领域内的领先优势，积极探索智能家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业务等；四是积极应对
行业发展变化，向内部管理要效益，持续推动建立高效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激发组织活力，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同时，
进一步加强公司研发投入，巩固核心技术优势，补足竞争力短板。这些举措将为公司未来的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2,636.10万元，同比减少15.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91.66万元，同
比减少38.11%；公司营业成本661,853.29万元，同比减少14.77%。
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资产折旧、研发投入增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合计143,907.94万元，同比增长
4.67%。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力度，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研发投入85,270.16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10.12%，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3,797.11万元，同比减少37.9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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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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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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青岛歌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出资成立

通过应收应付账款管理平台和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
提升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拓展保理合作，推动产融
深度融合反哺主业。

北京第九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

北京丹拿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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