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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报告提交 预定日期 2019 年 8 月 7 日 支付股息预定日期— 

 

有无制作季度决算补充说明资料 ：有 

是否举行季度决算说明会 ：有（面向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者） 

（未满百万日元舍去） 

1.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合并业绩（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1) 合并经营业绩（累计） （%表示与上年度同季度相比较的增减比例） 

 销售额 营业利润 经常利润 
归属母公司股东季度净

利润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26,677 22.3 7,396 36.3 7,262 27.0 5,994 50.9 

2018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21,811 － 5,425 － 5,719 － 3,972 － 
 

（注）综合收益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5,489 百万日元（53.9 %） 2018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3,567 百万日元（-%） 

 

 平均至每股季度净利润 潜在股份调整后平均至

每股季度净利润 

 日元 钱 日元 钱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143.52 136.48 

2018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96.43 89.75 

（注） 本公司没有制作 2017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的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因此没有记载 2018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与上年度同

季度相比较的增减比例。 

(2) 合并财务状况 

 总资产 净资产 自有资本比率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55,798 31,499 56.5 

2018 年 12 月期 55,644 28,062 50.4 
 

（参考）自有资本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31,499 百万日元 2018 年 12 月期 28,051 百万日元 

2. 股息支付状况 

 年度股息支付金额 

第一季度末 第二季度末 第三季度末 期末 合计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日元 钱 

2018 年 12 月期 － 0.00 － 55.00 55.00 

2019 年 12 月期 － 0.00    

2019 年 12 月期（估计）   － 60.00 60.00 

（注）对最近公布的股息支付估计有无修改：无 

3. 2019 年 12 月期的合并业绩估计（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表示与前期相比较的增减比例） 

 销售额 营业利润 经常利润 
归属母公司股东当

期净利润 

平均至每股当期

净利润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日元 钱 

通期 46,000 2.8 11,300 5.7 11,300 2.8 8,400 8.4 202.49 

（注）对最近公布的业绩估计有无修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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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事项 

(1) 当季度合并累计期间内重要子公司变动（导致合并范围变更的特定子公司的变动）：无 

(2) 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制作中特有的会计处理的采用：无 

(3) 会计政策的变更、会计估计的变更、更正的再度表示 

① 由于会计标准等的变更所导致的会计政策的变更 ：无 

② ①以外的会计政策的变更 ：无 

③ 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④ 更正的再度表示 ：无 

(4) 已发行股票数（普通股） 

① 期末已发行股票数（包含库存股）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44,358,000 股 2018 年 12 月期 44,358,000 股 

② 期末库存股数量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2,314,031 股 2018 年 12 月期 2,874,031 股 

③ 期间内平均股票数（季度累计） 2019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41,770,875 股 2018 年 12 月期第二季度 41,196,099 股 

 

※ 季度决算摘要不在公认会计师或监査法人的季度评审范围。 

※ 有关适当使用业绩估计的说明以及其他特别记载事项 

本资料当中记载的业绩估计是以现在所掌握的信息并结合本公司经营者判断所作出的估计，并不代表一定可按本公司承

诺达成。实际业绩受到各种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与所记载业绩估计发生较大变化，敬请谅解。 

※ 本公司计划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周四）面向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者召开决算说明会。本说明会上发放的决算说明资

料计划将在说明会召开结束后尽快刊登到本公司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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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季度决算的相关定性信息 

(1) 经营业绩的相关说明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日本经济总体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但

是全球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前景依旧不明朗。 

在这种状况下，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的销售额继续稳步上升，受生物识别功能、对箱体的全新成膜需求

的影响，针对智能手机的成膜装置的销售情况良好。另外，监控摄像头、IoT（生物识别、车载摄像头和传感器、半

导体光学融合、光通信等）相关成膜装置、LED 照明及 LED 光源等使用的 LED 相关成膜装置也稳步增长。最终销售

额为 26,677 百万日元（同比增加 22.3 %），营业利润为 7,396 百万日元（同比增加 36.3 %），经常利润为 7,262 百万

日元（同比增加 27.0 %），归属母公司股东季度净利润为 5,994 百万日元（同比增加 50.9 %）。 

(2) 财务状况相关说明 

① 资产、负债及净资产的状况 

（资产）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会计期间末的流动资产为47,957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相比减少184百万日元。

减少主要是半成品减少等原因造成的。 

固定资产为 7,840 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相比增加 338 百万日元。增加主要是股金增加等原因造成

的。 

（负债） 

流动负债为 22,687 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相比减少 3,235 百万日元。减少主要是预收款减少等原因

造成的。 

固定负债为 1,611 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相比减少 47 百万日元。减少主要是递延税负债减少等原因

造成的。 

（净资产） 

净资产为 31,499 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计年度末相比增加 3,436 百万日元。增加主要是盈余公积增加等原因

造成的。 

② 现金流量的状况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会计期间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下称为“资金”）为 26,089 百万日元，与上一合并会

计年度末相比增加 10,348 百万日元。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的现金流量的状况及其主要原因如下所示。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为收入 14,232 百万日元，具体为税金等调整前季度净利润 7,617 百万日元、存货资产减少

8,481 百万日元、应付账款增加 2,091 百万日元等。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为支出 1,079 百万日元，具体为缴纳股金的支出 1,006 百万日元等。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为支出 2,389 百万日元，具体为股息支出额 2,275 百万日元等。 

(3) 合并业绩估计等将来预测信息的相关说明 

合并业绩估计与 2019 年 2 月 13 日公布的业绩估计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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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附注 

(1) 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及存款 15,740,508 26,089,08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37,100 5,665,858 

半成品 20,148,171 13,442,175 

原材料及储存品 4,339,278 2,338,217 

其他 1,497,420 906,145 

坏账准备 △420,067 △483,798 

流动资产合计 48,142,411 47,957,680 

固定资产   

有形固定资产 2,843,130 2,717,186 

无形固定资产 65,552 52,805 

投资及其他资产   

投资有价证券 803,193 697,718 

股金 2,224,446 3,475,927 

递延税资产 1,273,191 626,070 

其他 292,177 270,647 

投资及其他资产合计 4,593,008 5,070,363 

固定资产合计 7,501,691 7,840,356 

资产合计 55,644,102 55,798,036 

负债部分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52,570 3,463,787 

短期借款 553,361 400,509 

一年内计划偿还的长期借款 190,992 149,360 

租赁债务 12,213 22,218 

应付法人税等 1,143,493 1,161,397 

预收款 20,108,899 15,658,809 

奖金准备 440,585 345,904 

董事奖金准备 104,926 － 

产品保证准备 649,249 562,248 

其他 1,066,249 922,852 

流动负债合计 25,922,541 22,687,087 

固定负债   

长期借款 206,864 153,000 

租赁债务 26,948 55,634 

递延税负债 1,010,931 786,971 

董事退职慰劳准备 257,274 － 

退职金相关负债 138,453 142,197 

其他 18,389 473,559 

固定负债合计 1,658,861 1,611,363 

负债合计 27,581,403 24,29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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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日元） 

 上一合并会计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2019 年 6 月 30 日） 

净资产部分   

股东权益   

资本金 400,000 400,000 

资本公积 9,193,505 9,396,463 

盈余公积 18,980,845 22,694,128 

库存股 △188,971 △152,150 

股东权益合计 28,385,379 32,338,440 

累积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有价证券评估差额 4,539 4,78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38,123 △843,638 

累积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333,584 △838,854 

非控股股东权益 10,903 － 

净资产合计 28,062,699 31,499,586 

负债净资产合计 55,644,102 55,79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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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度合并利润表及季度合并综合收益表 

（季度合并利润表） 

（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单位：千日元） 

 上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9年1月1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销售额 21,811,220 26,677,423 

销售成本 12,825,643 15,712,410 

销售总利润 8,985,577 10,965,013 

销售费用及一般管理费 3,559,636 3,568,697 

营业利润 5,425,940 7,396,315  

营业外收入   

已收股息 20,382 31,127 

已收租金 55,313 54,370 

汇兑收益 298,009 － 

其他 2,344 5,536 

营业外收入合计 376,049 91,034 

营业外支出   

应付利息 18,783 7,129 

汇兑损失 － 61,915 

权益法下投资损失 63,623 155,640 

其他 402 92 

营业外支出合计 82,809 224,777 

经常利润 5,719,180 7,262,573 

特别利润   

权益变动利润 － 355,100 

特别利润合计 － 355,100 

税金等调整前季度净利润 5,719,180 7,617,673 

法人税等 1,747,159 1,623,144 

季度净利润 3,972,021 5,994,529 

归属非控股股东季度净损失（△） △699 △371 

归属母公司股东季度净利润 3,972,720 5,9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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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合并综合收益表） 

（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单位：千日元） 

 上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9年1月1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季度净利润 3,972,021 5,994,529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有价证券评估差额 △898 244 

递延套期保值损益 86,078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70,380 △444,810 

相当于适用权益法公司的权益金额 △19,070 △60,704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404,271 △505,269 

季度综合收益 3,567,749 5,489,259 

（详细）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季度综合收益 3,568,684 5,489,151 

归属非控股股东的季度综合收益 △93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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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日元） 

 上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本年度第二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自 2019年1月1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税金等调整前季度净利润 5,719,180 7,617,673 

折旧费 121,482 132,077 

坏账准备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210,820 63,730 

奖金准备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10,605 △94,392 

董事奖金准备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164,924 △104,926 

产品保证准备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27,054 △87,001 

退职金相关负债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5,246 3,743 

董事退职慰劳准备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10,870 △257,274 

已收股息 △20,382 △31,127 

应付利息 18,783 7,129 

汇兑损益（△为收益） 166,985 364,401 

权益法下投资损益（△为收益） 63,623 155,640 

权益变动损益（△为收益） － △355,100 

销售债权的增减金额（△为增加） △5,063,365 833,536 

存货资产的增减金额（△为增加） △5,327,545 8,481,708 

应付账款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1,920,349 2,091,021 

预收款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5,517,055 △4,410,822 

未收消费税等的增减金额（△为增加） 1,144,244 355,380 

其他 △860,581 589,446 

小计 △341,197 15,354,845 

利息的收入额 20,382 31,127 

利息的支出额 △20,144 △7,129 

法人税等的支出额 △1,963,326 △1,146,553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2,304,285 14,232,291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取得有形固定资产的支出 △186,346 △69,493 

取得无形固定资产的支出 △6,889 △3,838 

缴纳股金的支出 △681,560 △1,006,435 

租赁的支出 △51,928 －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926,724 △1,079,766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短期借款的净增减金额（△为减少） △3,800,000 △156,150 

偿还长期借款的支出 △114,246 △95,496 

取得库存股的支出 － △77 

偿还租赁债务的支出 △6,515 △12,303 

行使职工优先认股权的收入 139,500 161,820 

股息的支出额 △1,632,572 △2,275,831 

取得子公司股份但未造成合并范围变更的支

出 
－ △11,902 

财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5,413,833 △2,389,94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折算差额 △226,233 △414,00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减金额（△为减少） △8,871,077 10,348,57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19,893,800 15,740,50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季度末余额 11,022,722 26,089,081 

 

 
 

  



株式会社光驰公司（6235） 

2019 年 12 月期 第二季度决算摘要 

- 8 - 

(4) 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附注事项 

（持续经营前提的相关附注） 

无符合事项。 

 

（股东权益金额有明显变动时的附注） 

无符合事项。 

 

（追加信息） 

（适用《“税效果会计相关会计标准”的部分修改》等） 

第一季度合并会计期间的期初开始适用 《“税效果会计相关会计标准”的部分修改》（企业会计标准第 28 号 2018

年 2 月 16 日）等，递延税资产显示在投资及其他资产的分类中，递延税负债显示在固定负债的分类中。 

3. 补充信息 

生产、订单及销售的状况 

① 生产业绩 

分类名称 生产额（千日元） 

成膜装置事业 6,645,940 

（注） 1. 金额由制造成本而定。 

2. 以上金额中不含消费税等。 

② 订单状况 

分类名称 订单额（千日元） 订单余额（千日元） 

成膜装置事业 17,982,461 30,532,917 

（注） 以上金额中不含消费税等。 

③ 销售业绩 

分类名称 销售额（千日元） 

成膜装置事业 26,677,423 

（注） 以上金额中不含消费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