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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定）2018-001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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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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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45522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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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茂科技 股票代码 0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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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 汤萍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号

A区八层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号

A区八层 

传真 022-83710199 022-83710199 

电话 022-83710888 022-59007923 

电子信箱 hanwei@xinmaokeji.com.cn tangping@xinmaokej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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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光通信的主营业务，投资、研发、制造、销售光纤光缆等光通信产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

务求逐步形成“棒、纤、缆一体化”生产销售模式, 不断提升公司及服务产品的品牌价值，致力成为光通

信产品制造和服务的领先企业。同时，在做大、做优、做精主营业务的前提下，向所处相关行业进行业务

延伸，打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符合市场客户需求、符合公司股东利益的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国家战略推动及产业政策保驾护航下，我国电信运营商的需求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动力。2017年中国

光纤光缆集采量持续放大，市场景气度持续高走，预计未来几年光通信行业持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报

告期内，公司一方面从事单模光纤、通信光缆、石英衬套管等光通信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另一方面利用募

集资金、自有资金建设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一期）、石英衬套管二期扩产项目，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并对光纤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改挖潜，提高生产效率，单模光纤生产能力提升了4%，年制造能力达到了

2,500万芯公里。经投资、扩建、挖潜，通信光缆生产能力提升了50%，年制造能力达到600万芯公里；天

然石英光纤预制棒衬套管生产能力提升了55%，达到100余吨。公司目前已成为黄河以北重要的光纤制造商

和全国重要光纤光缆制造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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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56,565,728.89 1,859,978,598.54 10.57% 1,607,973,18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27,543.52 47,447,089.13 77.31% 137,817,40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453,864.18 2,876,392.79 1,341.18% -75,917,01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335,905.42 19,958,575.90 1,229.43% 326,481,76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6 0.0393 77.10% 0.1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6 0.0393 77.10% 0.1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 2.86% 2.02% 9.7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651,914,249.50 2,600,895,438.36 1.96% 3,349,136,5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4,286,803.32 1,680,159,259.80 5.01% 1,632,712,1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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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760,369.52 535,474,160.55 491,681,208.55 590,649,99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0,937.06 42,187,871.87 16,864,395.58 20,464,33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1,553.05 8,988,054.61 16,118,496.73 13,045,75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10,245.99 82,119,326.09 23,886,663.87 144,419,6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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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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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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金杖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9% 133,980,000  质押 133,980,000 

天津鑫茂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7% 93,872,616 25,800,000 

质押 86,820,000 

冻结 7,052,616 

房雪梅 境内自然人 2.00% 24,160,000    

何昌珍 境内自然人 1.77% 21,353,100    

郭亚娟 境内自然人 1.60% 19,280,933    

谭荣生 境内自然人 1.58% 19,095,000    

房红梅 境内自然人 1.53% 18,533,862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源

盛恒瑞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50% 18,100,000    

黄文佳 境内自然人 1.13% 13,70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持

盈 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99% 1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何昌珍、郭亚娟、谭荣生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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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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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陆续发布NB-IoT网络建设规模及商用计划，成为5G来临前

热点。“宽带中国”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使得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持续增长。大视频、AR/VR、

自动驾驶等新业务的出现，致使数据在传输、存储、处理等方面呈现“爆炸式”增长，运营商急切需满足

网络用户在流量、带宽和时间延迟等方面的要求。2017年全国光纤总需求在2.6亿芯公里以上，在国内及

全球市场需求继续旺盛增长的背景下，预计光通信行业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发展趋势。 

2017年度，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聚焦自身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的落实，主要围绕产业链投

资建设、存量资产利润增长和降本增效等方面展开工作，重视并维护好合作关系，较好地把握了光通信市

场生产销售畅旺的市场机遇，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0.57亿元，同比增长10.57%（其中光通信主营业务收入

16.59亿元，同比增长10.70%），实现净利润8,412.75万元，同比增长77.31%。公司收入增加、利润增长、

资产结构优化、负债比例进一步下降、财务状况和基本面持续向好、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较好地完成2017

年的经营目标和工作任务。 

1、聚焦主业，推进新项目建设 

公司在已形成的“天然石英光棒衬套管——光纤——光缆”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本年度加速推进募

投项目——500吨光棒制造项目（一期）的建设实施。截止到目前，一体化建设的厂房（对应500吨产能）

已经封顶，首期200吨进口工艺设备已经全部到货，预计2018年第四季度试生产；为适应市场对单模用天

然石英光棒大套管的强烈需求，公司支持子公司久智科技公司利用自有土地实施了年产120吨天然石英光

棒衬套管二期的扩产建设，截止到目前，所有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已完成并陆续投入生产，预计于2018年二

季度内达产。 

2、紧抓契机，挖掘增长潜力 

报告期内，光纤公司利用自有资金1,300万元进行设备改造、工艺改进、生产环境改善和技术革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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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所有规格光棒拉丝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各类原材料的转换成本，提升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和

产品质量。 

光纤拉丝产能突破2,400万芯公里，达到2,500万芯公里。2017年度，公司全年生产光纤2,130万芯公

里，销售光纤2,163万芯公里，实现光纤销售收入11.81亿元，同比增长7.67%。 

光缆公司投入400万元，对现有设备进行“填平补齐”和工艺改进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成本管控能力，

通信光缆的制缆能力由建厂时的设计产能400万芯公里，一跃达到600万芯公里。2017年度，公司全年生产

光缆451万芯公里，销售光缆433万芯公里，实现光缆销售收入4.39亿元，同比增长20.53%。 

久智科技公司加大了天然石英光棒衬套管（单模光纤拉丝的原材料）生产销售，与多模光纤拉丝所需

的石英套管、管内法芯棒制造所需衬管、预制棒拉丝所需把棒等产品，共同构成其光通信业务的产品收入，

全年生产光通信业务产品137.32吨，销售121.74吨，实现销售收入5,085万元，同比增长53.35%；同期，

久智科技公司石英制品在半导体市场继续扩展份额，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014.89万元，同比增长46.06%；

光纤传感产品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79.73万元；2017年度，久智科技全年合计实现销售

收入8,352.97万元，同比增长35.68%。 

报告期内，光纤公司新增实用新型专利7项，获得“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称号；光缆公司新增发明

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久智科技新增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软件登记证书1项，获河北

省科技厅“重大科技成果转换项目证书”两项、“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称号。 

3、优化调整，拓展系统集成业务 

天地伟业依靠自身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建筑领域资质证书全和工程经验丰富的优势，2017

年度，一方面上市公司适时调整系统集成业务经营班子，加速旧项目清理、结项，优化项目结构；另一方

面在巩固天津本土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外埠项目，累计新增合同220个，为未来实现盈利奠定基础。报

告期内，天地伟业新增实用新型专利3项、注册商标2个、软件著作权21项、软件登记证书23项，并获得中

国勘察设计协会智能设计分会 “2017年第二届理事会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 

4、着眼未来，培育新业务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2017年度，樟树市远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继续跟踪具有潜力项目；上

海擎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参与的投资项目，运行良好、风险可控。公司预计上述项目在2018年开

始可陆续为公司创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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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光通信网络产品 1,659,023,601.55 226,644,338.13 13.66% 10.70% 57.65% 4.07% 

系统集成工程 373,498,693.91 8,895,145.01 2.38% 8.92% 59.3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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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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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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5月25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

起施行。并要求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

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有关政府补助会计处理规定与本准则不一致

的，以本准则为准。 

根据修订后准则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相关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

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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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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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徐洪 

                                                           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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