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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2017040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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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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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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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激光 股票代码 0020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永刚 王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 号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 号 

电话 0755-86161340 0755-86161340 

电子信箱 bsd@hanslaser.com bsd@hansla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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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35,816,383.95 3,122,311,138.27 7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4,110,441.19 399,608,029.79 12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945,861,521.48 389,655,794.60 1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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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084,262.77 -70,762,392.69 51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38 1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38 1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3% 8.13% 7.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350,906,731.55 10,369,476,848.44 2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01,487,225.87 5,306,359,146.03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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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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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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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3% 182,835,841 0 质押 147,880,000 

高云峰 境内自然人 9.03% 96,319,535 72,239,651 质押 82,33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9% 32,965,85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2% 20,475,4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一组合 
其他 1.59% 17,000,00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1.31% 14,029,128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

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1% 12,877,623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一组合 
其他 1.14% 12,193,523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5% 9,039,802 0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成份精

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8,100,0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云峰先生，高云峰先生和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

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性；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的

可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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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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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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35,816,383.95元，营业利润1,080,256,003.01元，利润总额1,011,351,631.68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4,110,441.19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77.30%、161.63%、111.56%和128.75%。公司经营业绩较上

年同期变动主要原因如下： 

小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领域：报告期小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实现销售收入373,940.70万元，同比增长

142.65%。公司通过加强高端激光设备和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及市场推广，抓住了消费电子行业的主流市场，获取了较大

市场份额；在节能减排政策背景下，公司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报告期设备销售取得大幅增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大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领域：报告期大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实现销售收入94,751.83万元，同比增长

40.06%。大功率业务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国际地位稳步上升。随着各项核心技术的稳步提升，大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

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市场认可度均获提高，自动化切管机、FMS柔性生产线、机器人三维激光切割（焊接）系统、全自动拼

焊系统等实现批量销售。 

PCB设备领域：报告期PCB设备实现销售收入38,105.62万元，同比增长10.43%。龙头产品机械钻孔机销量持续增长，

LDI（激光直接曝光机）、手臂式八倍密度测试机、自动化组装设备等高端装备实现批量销售，成为业务增长新动力，公司

将通过进一步完善高端产品的性能，拓展高端市场，提升市场份额。 

     LED设备及产品领域：报告期LED设备及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5,979.90万元，同比增长56.24%。公司自主研发的LED自动

焊线机打破进口垄断，凭借高性价比优势逐步替代进口，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13,574.56万元，同比增长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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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分别自2017年5月28日及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  

2)、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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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发布、财政部令第76号修订）、于2006年2月15日

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41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的披露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号修订）、于2006年2月15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42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

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的披露规定。 

B、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相关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

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2017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大族冠华股权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持有的大族冠华70.8125%的股权以刘学智先生持有的大族激光40万股股票为对价转让给其本人，本次股权转让过户事

宜已于2017年6月30日办理完毕。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列

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半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支；调整事项对2017年1-6月报表影响如下表：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元) 调整数（元） 调整后金额(元) 

对2017年1月1日之后收到的软件

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确定为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其他收益”核算 

营业外收入 69,592,046.85 - 50,500,871.19 19,091,175.66 

其他收益  50,500,871.19 50,500,871.19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和其他收益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6年度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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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合并单位1个：江苏大族展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新设立子公司增加合并单位6个，分

别为： 深圳市大族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族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族智能软件技术公司、深圳市大

族激光焊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大族富创得科技有限公司、HANSLASER KOREA；因出售子公司股权减少合并单位4

个：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冠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营口三鑫印机有限公司、株式会社シノハラジャパ

ン。 

详见半年度报告第十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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