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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5                               证券简称：三德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7 

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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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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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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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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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科技 股票代码 3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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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芳东 肖巧霞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558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558 号 

传真 0731-89864008 0731-89864008 

电话 0731-89864008 0731-89864008 

电子信箱 sandegroup@163.com sandegrou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概述 

（1）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是从事分析检测仪器设备及燃料智能化管控解决方案研发、生产、营销和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煤

质分析仪器设备（含样品制备）、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及相关配件（含配套外购件）和技术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公司的实验分析仪器产品主要用于固体可燃物的热值、成分、元素、物理特性等实验分析和多种矿物实验样品制备等领

域，率先在煤炭检测用仪器设备领域积累了突出的竞争优势，下游客户主要分布在电力生产、第三方检测、矿产采掘、水泥

生产、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煤炭生产、检测和使用行业，以及相关监测和科研单位。该等产品分析结果对分析对象的质量

检验、交易定价和科学利用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减耗增效、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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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以优势®系列为代表，主要应用于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管理环节，是一套将工业4.0“智能

生产”理念全面应用于电厂燃料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智能化管理系统。该系统运用先进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光机电一体化

技术、数据云技术，有效实现了电厂燃料计量、采样、存样、取样、储存、掺烧等全过程无人干预、智能管理，从而优化决

策，全面提升经营掌控力度和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实现安全、经济、高效、环保运行。近年来，非电领域（如冶金、化工等）

内高耗能（主要指煤炭）企业亦产生了能源智能化管理的需求。 

2017年12月5日，基于对环保检测市场的良好预期，公司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湖南三德盈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德环保”），该公司主要从事固/危废领域实验室设计，以及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室环境保障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专注于固/危废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报告期内，该公司尚

未实现销售收入。 

（2）公司经营模式 

基于分析仪器类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的行业特性，公司采用“哑铃型”经营模式，将资源配置在研发设计、装配调试

和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低附加值的零部件加工生产环节主要通过定制采购方式完成，该模式有效提升了资源的产出效

率，充分满足客户产品功能要求高、售后服务要求多、响应快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①盈利模式：公司主要利润来自实验分析仪器（含样品制备仪器设备）、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配件（含外购集成）产

品及其技术服务的销售收入。 

②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可分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通用物料和专用化程度较高的定制物料两类。其中，通用物料包括标准电子元

器件、配套计算机、打印机、天平等。这些材料由公司采购部按照质优价廉原则从市场批量采购。公司的定制物料包括根据

公司设计图纸定制生产的金属、非金属结构件、电路板和专用配件等。由公司采购部选定合格供应商根据公司的设计图纸和

工艺文件进行专门生产和采购。公司严格控制定制物料质量，制定质量测试标准，提供技术工艺指导。在采购过程中，采用

原料检测、产品现场抽检、入库前全检、不定期巡视等控制措施确保定制物料质量水平。 

定制物料总体采购流程如下： 

 

③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均自主组织完成生产，并根据产品特性和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公司软件开发由研发部门独

立完成，硬件生产仅保留了决定核心性能的关键环节，其他生产环节通过定制采购和少量外协加工完成。 

公司的产品硬件生产组织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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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营销模式 

公司在营销战略上贯穿“技术领先、差异竞争” 理念，以产品创造客户价值，以服务增加客户黏性。公司在不同目标

市场建立稳定的客户群，并通过建立客户数据库，及时掌握和更新客户信息，发现和满足客户需求。公司采取直接销售为主，

代理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直接销售对象主要是国内市场，代理销售对象主要是海外市场。 

公司国内营销体系采取分级、分区垂直管理模式，将全国市场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域下辖不同的省、市，设置大区经

理或省区经理统管辖区内营销事务。公司设国际贸易部，专门管理产品的海外销售事务。海外销售主要通过发展代理销售商

实现。 

⑤ 售后服务模式 

公司通过完善的售后服务，保持和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促进了配件销售和整机重售，并通过树立服务品牌提升了综

合市场竞争能力。公司建立了专业的服务团队和完善的服务体系，服务网点遍布全国，为客户提供安装调试、电话技术支持、

现场技术支持、业务培训、定期回访等全面售后服务。同时，公司正在导入SAP的CRM系统以及研发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

的远程服务管理系统，将有助于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并通过远程诊断、运维服务等为客户提供持续运营维护服务。 

（3）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受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主要驱动因素包括： 

①内因：a、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是公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公司在满足和超越客户技术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提

高产品的自动化、集成化和智能化程度，提高效率、优化流程、改善体验、丰富功能，并不断提升产品稳定性，创新运用新

原理和新技术，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和创造用户价值，以获得较高的产品毛利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处于有效授权状

态的专利320项（其中发明专利92项，实用新型专利188项）、软件著作权57项，是业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多的企业之一。b、

深度耕耘形成的行业领先市场地位和品牌优势是公司业绩发展的有力保障。公司专注于现有业务领域20余年，致力于树立国

产高端实验分析检测仪器的品牌形象，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公司与客户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道，使公司第

一时间、第一现场了解客户需求，为新产品研发提供方向，有效将客户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转化为产品订单，提升公司市场

份额，增益客户满意度、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庞大的客户群体、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优质的客户资源是公司业绩的有力保障，

使得公司具有较强的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 

②外因：公司目前主要客户分布在电力生产、第三方检测、矿产采掘、水泥生产、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煤炭生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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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使用行业，以及相关监测和科研单位。其中多数客户所处行业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特征，其经营情况总体与宏观经济同向

变动。随着煤炭价格的提高，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第一大客户火电行业企业经营压力大、投资削减或放缓，对检测用仪器设备

及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的采购需求受到压缩，且购买力下降，公司存在相关产品订单减少、收入与利润下滑的风险。与

此同时，随着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去产能与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出现积极变化，呈现回暖趋势。作

为公司下游行业的目标客户市场，上述产业链下游行业整体经营形势的好转将直接提升其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及购买力，对行

业构成利好。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征及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C40）。整体而言，我国

仪器仪表制造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不同细分领域有所区别。以公司所处的煤炭

实验分析领域为例，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在稳定性、准确度方面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自动化程度、环境适应性

等方面，国产高端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相当甚至表现更为突出。目前，随着工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数据云等通用技

术及相关专用技术的应用，行业正在向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 

公司深度耕耘煤质检测领域20余年，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积累了庞大、长期稳定的优质客户群

体，在煤炭检测用实验分析仪器设备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优势，是该细分行业领先品牌。公司产品市场覆盖除港澳台、

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名列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大陆地区能源、金属产品类企业均是公司的客户。目

前，公司的分析仪器、制样设备已经销往印尼、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全球近30个国家与地区。近年来，公司积极拥抱

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管理智能化建设浪潮，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构建、完善了优势®系列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真正满

足了客户燃料智能化管理需求，是国内仅有的两家可提供“采—制—输—化—存”全过程智能硬件和燃料智能化管控软件、

且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或区域市场地位保持稳定，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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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60,684.69 208,808,145.87 -1.27% 224,556,4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09,211.61 34,785,973.25 -31.56% 42,171,88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67,004.04 30,798,180.05 -46.21% 37,288,64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69,322.78 31,485,866.52 -22.60% 27,495,800.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0 0.3976 -70.07% 0.56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0 0.3976 -70.07% 0.56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10.30% -5.00% 19.5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46,659,979.53 527,033,032.83 3.72% 345,443,46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1,493,533.82 447,546,357.75 0.88% 228,173,5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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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01,387.45 46,945,030.57 51,974,627.02 70,539,63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2,786.21 5,182,559.52 7,626,665.77 3,287,20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36,101.11 2,953,896.43 6,765,861.65 -588,85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63,271.43 12,183,078.62 6,336,810.94 16,712,7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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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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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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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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三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0% 69,005,000 69,005,000 质押 10,805,900 

陈开和 境内自然人 10.13% 20,250,000 15,187,500 质押 7,700,000 

朱宇宙 境内自然人 6.75% 13,500,000 10,125,000   

朱先富 境内自然人 5.55% 11,100,000 11,100,000 质押 5,450,000 

长沙高新开发

区和恒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0% 5,408,260    

吴汉炯 境内自然人 2.63% 5,250,000  质押 460,000 

长沙高新开发

区和隆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 5,060,500    

周智勇 境内自然人 2.25% 4,500,000 3,375,000   

湖南联晖科力

远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3,950,000    

朱明轩 境内自然人 1.77% 3,549,100  质押 1,72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先富与实际控制人朱先德系兄弟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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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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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体经营情况 

2017年，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经济稳定运行韧性和协调性增强，但产业结构仍处于持续优化的调整

阶段。随着火电、钢铁、煤炭等下游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公司仍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在

此背景下，公司对外积极完善业务和市场，持续有效推进系统产品的突破，加强调研力度，挖掘成长空间。对内有序推进管

理变革，提高运营质量，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现有产品的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的研发。在进一步巩固煤质分析仪器已有竞

争优势的同时，优势®系列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日益凸显。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订单总金额创历史新高，但由于订单交付延期（主要系客户原因导致，以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

为突出）、收入确认滞后的影响，营业收入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与此同时，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引进和市场开拓力度，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明显增长。受上述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利润空间收窄、经营效益同比有所下滑。根据中审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利润总额2,672.85万元、同比下降32.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380.92万元、同比下降31.56%。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主要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和

销售等业务运转正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结构稳定。 

2、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巩固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于实验分析仪器及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的研发，新推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获得市场认可。①在分析仪器方面：a、推出第五代全自动量热仪并实现批量上市销售，同时远销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海外

市场，得到了国内外用户认可；b、完成了新一代全自动工业分析仪的研发及批量销售，填补了公司相关产品的空缺，完善

了成分分析产品线并极大提高该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②在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方面：a、进一步优化燃料全过程管

控系统、智能样品管理系统等优势®系列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的部分子系统；b、完成第二代智能制样系统产品的研发，

系统的空间利用率、场地适应性等综合性能明显提升，且已实现市场销售。c、完成长距离采制对接的研发，并在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下属中电（普安）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功投运。d、完成智能煤场和无人机盘煤产品的开发及销售，实现了煤场管

理的全场景覆盖，有利于科学指导煤场燃料“进-耗-存”，提高煤场利用率并有效降低场损。 

上述研发项目成果的应用及产业化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线或拓展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有利于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2,735.9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3.27%。公司全年累计申请专利159项，其中发明专利53项、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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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专利85项、外观专利7项、PCT及海外专利申请14项，技术和产品创新成果得到了有效保护，技术领先优势得到巩固。 

（2）麓谷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商务楼建设完成，硬件配套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作为公司募投项目“技术及培训中心与信息化升级项目”实施重要载体的商务楼正式投入使用，包含产品体验

中心（优势®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实物展示及标准化实验室）、营销中心以及会议中心3个主要功能区。截至报告期末，商

务楼接待客户考察、调研、培训累计超过300人次，为客户提供了近距离操作、感受公司产品的机会，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

时，增益了品牌美誉度，有助于公司产品特别是优势®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产品及其他新产品的市场推广。 

（3）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运维业务及海外市场实现新突破 

随着第三方运维服务日趋专业化、常态化以及公司系统类产品市场应用数量的递增，源自客户方的运维服务需求日益增

加，公司远程服务系统的升级优化也为运维服务的实施提供了有效支撑。2017年，公司首次将运维服务设计为标准化产品、

制定配套激励制度并进行独立业务核算。与此同时，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大力推广运维服务业务，加速公司服务模式的转型

及服务的持续增值。上述举措促使公司运维服务业务在报告期内取得质的突破。该类业务目前基数较低，但潜力大、增速快，

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主动借助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东风，加大沿线、周边国家市场开拓力度。一方面，公司国际贸

易部持续加强国外代理商的开发与管理，充分发挥其本地化的营销服务和成本优势，扩大海外市场的销售规模，进一步加强

国际业务的开拓，提高海外业务占比。另一方面，公司销售部设置专门岗位，关注和跟踪我国大型能源企业、设计院、工程

建设方的海外项目，促成公司相关产品 “搭车出海”。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巴基斯坦、印度、蒙古国、哥伦比亚等6个国家新

市场开拓，并成功进入印尼火电行业。同时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大型能源项目（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和缅甸首

个燃煤电站项目（TIGYIT燃煤发电站）提供全套煤质检测设备，海外收入同比增长44.22%。 

（4）战略规划下的新领域开拓迈出实质性步伐 

报告期内，公司组建了专门的投资团队，以长期持续关注符合公司战略规划的市场机会，助力公司通过包括投资、并购

等在内的可能方式拓展新的业务领域。2017年12月5日，基于对环保检测市场的良好预期，公司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湖南三

德盈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德环保”），该公司主要从事固/危废领域实验室设计，以及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

室环境保障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专注于固/危废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

方案的提供。 

环保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公司耕耘于分析检测领域逾二十年，在热值分析、热重分析、传感器技术、嵌入式

软件技术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和领先地位，拥有覆盖全国市场的营销和服务体系。本次投资设立环保子公司，通过该平台切

入环保检测领域，是公司战略规划下、审慎调研基础上的重要决策，是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公司业务领域的重要布局，预期将

与公司现有业务及市场产生协同，为公司业绩贡献新的增长点。 

（5）管理体系优化，提升公司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内部管理，通过将员工考核、激励与分环节、分项目的预算控制紧密挂钩，针对研发队伍采取

预算任务包考核机制，针对技术服务部采取预算包干机制，这些措施显著提升了各环节的工作效率及输出质量，协助员工实

现个人价值并带动公司业绩增长。在团队建设方面，公司拓宽招聘渠道，积极以校园招聘、招聘网站、同行业人员猎聘、人

才市场等多种渠道积极引进人才，储备专业人才队伍。同时，公司以内部培训+外部培训+企业文化等相结合的方式，加强

专业技术、管理及经营技术、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培训，坚持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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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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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仪器产品 127,758,539.05 82,427,343.02 64.52% 3.25% 5.66% 1.47% 

配件及其他产品 62,286,965.87 25,942,210.25 41.65% 36.04% 19.23%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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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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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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采用财政部 2017 年 4 月 28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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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 号）。  

（3）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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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调整了财务报

表列表，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 

列示 2017 年度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23,809,211.61

元；比较报表2016 年度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

34,785,973.25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

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

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资产处置收益 

列示 2017 年度调出营业外收入70,307.68元, 调出

营业外支出12,946.44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57,361.24元。比较报表 2016 年度调出营业外收入

86.18元，调出营业外支出38,389.87元，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38,303.69元。 

2、政府补助相关的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采用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2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  

（3）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25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及《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无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 

列示 2017 年度其他收益金额

14,626,040.61元。 

3、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该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公司将于 2018 年初变更会计政策，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

报表披露。上述新准则的实施对公司2018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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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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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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