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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公告编号：2017-18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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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除韩萍董事外）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董事韩萍在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表决中投出

弃权票，未对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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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16,90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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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光电器 股票代码 0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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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崖民 张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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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 8 号 

电话 020-28609688 020-28609688 

电子信箱 ir@ggec.com.cn jinh_zhang@gg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音响电声类业务、锂电池类业务以及园区开发类业务。音响电声类业

务公司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扬声器单元、音响系统、锂电池和其他电子零配件的设计、

生产和销售，2016 年音响电声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38,098.3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 92.68%。 

    2016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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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2,568,911,745.00 2,231,400,561.00 15.13% 2,015,619,9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0,423,495.00 47,964,842.00 25.97% 92,564,0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858,186.00 38,922,297.00 -2.73% 81,699,36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2,872,627.00 174,285,587.00 -0.81% 139,558,67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3.70% 0.85% 7.3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3,004,351,047.00 2,877,497,994.00 4.41% 2,569,089,25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43,451,859.00 1,311,864,293.00 2.41% 1,294,524,129.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3,422,099.00 523,822,663.00 774,398,456.00 907,268,5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1,826.00 698,060.00 28,644,758.00 27,888,85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1,368.00 -4,317,821.00 19,956,094.00 20,198,54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000,146.00 46,794,989.00 -43,681,524.00 26,759,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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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5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08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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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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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国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8% 91,212,685 0 质押 44,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12% 8,825,47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92% 8,024,75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核心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86% 7,740,84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73% 7,223,86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68% 6,999,93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轮动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46% 6,103,72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32% 5,511,000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互联网+产业升

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7% 5,311,30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2% 5,084,9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除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国光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之外的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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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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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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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6,891.17万元，同比上升15.13%；营业利润3,770.42万元，同比下

降25.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2.35万元，同比上升25.97%；综合毛利率为19.01%，同比下

降0.91个百分点。 

2016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变动主要原因如下： 

1.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256,891.17万元，同比上升15.13%；综合毛利率为19.01%，同比下降0.91个

百分点，毛利额同比增加4,382.65万元。 

2．期间费用同比增加2,669.61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技术研发费用

方面投入同比增加2,363.69万元，此外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使得销售费用有一定比例上升。 

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988.48万元，主要是国内自有品牌业务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出于谨慎性

考虑，报告期内对该等业务相关商标使用权计提减值准备。 

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3,143.18万元，同比增加1,648.67万元，主要是计入本报告期的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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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同比增加。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音响电声类业务：报告期内音响电声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8,098.36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

92.68%，音响电声类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由公司国际销售部、国内销售部、精密电子销售部以及梧

州恒声共同负责，其主要产品包括多媒体类音响产品、消费类音响产品、专业类音响产品、通讯类音响产

品、汽车扬声器以及扬声器配件。 

2.锂电池业务：报告期内锂电池业务包括软包锂电池业务以及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其中锂电池业务

由国光电子开展，其主要产品运用于蓝牙耳机、学习机、平板电脑以及移动音响等产品，该项业务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14,078.33万元，同比上升9.85%。 

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55.04万元，2016年实现销售的主要是NCM材料，NCA材料尚

处于送样阶段，锂宝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研发和客户开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园区开发业务：报告期内产业园公司运营的广州国际双创社区（2025Park 园区）已经正式动工建设，

一期组团 13栋楼宇和地下室合计 18.24 万平米建筑预计将于 2017 年 4 月开始逐步封顶，2017 年 10月左

右竣工。报告期内为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产业园公司竞争力，广州润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公司共同增资产业园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产业园公司 80%股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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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扬声器 531,784,502.00 346,993,198.00 34.75% 19.43% 15.12% 上升 2.44 个百分点 

音箱 1,702,353,343.00 1,486,152,866.00 12.70% 20.27% 23.43% 下降 2.2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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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出口为主的企业，一般来说下半年是传统出货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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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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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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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有广州国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50% 至 5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1,755.50 至 1,915.1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9.1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季度音响业务销售同比大幅增长，预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郝旭明 

                                              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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