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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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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其中独立董事俞铁成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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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元科技 股票代码 0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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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成明 陆枢壕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传真 0512-68245551 0512-68245551 

电话 0512-68241551 0512-68241551 

电子信箱 dmc@cykj000551.com dmc@cykj000551.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核心业务仍是以制造业为主，主要从事洁净环保

工程及设备、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滚针轴承、各类光机电算一体化测绘仪器、各类磨料磨具等产品的生

产经营，形成了以“洁净环保”和“瓷绝缘子”为双主业，精密轴承、磨具磨料、精密仪器等多种经营产

业并存的格局。 

公司拥有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苏州轴

承厂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苏州远东砂轮有限公司、抚顺高

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等全资、控股企业 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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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洁净环保设备及工程 

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是国内领先的空气净化、节能环保和气体纯化领域技术创新、装备制造和

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主导产品包括空气洁净设备及系统、生物安全设备及系统、节能环保设备及

系统、气体纯化设备及系统，广泛应用于新型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

产业，核心产品先后为西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嫦娥、神舟、天宫系列，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体系以及国

防军用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配套服务，并出口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用户和社会

上拥有良好口碑。 

江苏苏净提供的净化系统解决方案主要包括空气净化类、节能环保类以及气体纯化类三大类，具体如

下： 

净化系统解决方案 具体功能及应用范围 

一、空气

净化类 

1、净化工

程 

①洁净室 

适用于对洁净环境有要求的集成电路、精密仪器、光学系统组装等

行业，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药品生产，针剂，输液，灌封等过程的细菌

交叉污染和药品变质。主要控制对象是尘埃颗粒。 

②节能型洁

净手术室 

适用于一般及特殊手术室对环境的要求。通过提高净化空调系统的

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节能效率达 20%。 

2、净化设

备 

①生物安全

柜 

一种箱型空气净化负压安全装置，适用于医疗卫生、生物制药、科

研院校、检验检疫等行业，能防止实验操作处理过程中含有危险性生物

微粒散逸。对 0.12 微米直径的固体颗粒截留效率达到 99.99%。 

②洁净工作

台 

可提供局部无尘洁净、无菌工作环境，并能将工作区已被污染的空

气通过专门的过滤通道人为地控制排放，避免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在

工作状态下能保持工作空间内的风速、空气洁净度、噪声、振动和照明

等性能参数满足使用要求，广泛应用于生物实验室、医疗卫生、生物制

药等相关行业。 

3、净化空

调 

①空调末端

设备 

具有功能组合灵活、高风压、低漏风、防冷桥以及低噪节能等优点，

适用于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化纤纺织、食品等行业。 

②空气能热

泵主机 

利用二氧化碳代替氢氯氟烃作为冷媒，可制冷、可供热，具有高能

效、环保的特点，可以在低温地区广泛使用，适用于医疗、食品和化工

等行业领域，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缩短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4、环境检

测仪及系

统 

①尘埃粒子

计数器及在

线监测系统 

用于测量洁净环境空气内的尘埃粒子大小及数目，产品广泛应用于

医药、光学、化学、食品、化妆品、电子、生物制品、航空航天等领域。 

②粉尘检测

仪 

具有颗粒物浓度连续监测、定时采样以及粉尘浓度超标报警等多种

功能。仪器内置鞘气保护气路，防止光学系统受到污染，配合自校功能，

测量稳定可靠。广泛适用于工厂、矿场、建筑工地等场所。 

二、节能

环保类 

1、环保系

统工程 

①纯水制备

系统 

系统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器、RO 出水脱炭装置及阴阳离子

交换系统，能有效去除水中各类细菌、残留物、重金属离子等有害健康

的物质、更能去除常规手段无法去除的三氯甲烷、氟等致癌致病物。满

足了机械、化工、制药、电子、食品饮料、医院等行业的使用要求。  

②工业废水

处理系统工

高效去除印染、造纸、光伏、化纤、电镀、冶金等行业排放废水中

的铬、硅、氟化物、酸、碱、悬浮物、有机物、含氮化合物等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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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物质，实现废水深度处理后回用作超纯水原水及总氮零排放。 

③工业废气

处理系统工

程 

适用于处理含有烃类、卤代烃、醛酮类、酯类、醚类、醇类等有毒

有害废气，普遍适用化工厂、电子厂、喷漆厂、汽车厂、涂料厂、石油

化工行业、家具厂、食品厂、橡胶厂、塑胶厂等产生异味、臭味、有毒

有害气体的行业。 

④生活污水

处理系统工

程 

广泛适用在都市下水处理剩余污泥、社区污水处理污泥、净水场加

药凝集污泥等行业领域污泥的脱水、烘干。 

2、环保 

设备 

污泥脱水机 应用在工业废水混凝沉淀污泥、都市下水处理剩余污泥、社区污水

处理污泥、净水场加药凝集污泥等行业领域污泥的脱水、烘干。 

3、环保新

材料 

①中空纤维

膜 

广泛适用于氨纶化纤、涂装、印染、石油化工、电子电镀、市政生

活污水、中水回用、超纯水工艺等各行各业中。 

②高效复合

填料 

适用于化工、印染、造纸、食品、生活污水等行业废水治理；适用

于河道治理、景观水域、初期雨水等微污染水源治理。 

三、气体

纯化类 

气体（氮、氢、氧等）

制取及纯化系统工程 

通过空气分离、氨分解、甲醇裂解等途径制氮、制氧、制氢，以及

气体提纯，广泛适用于化工、冶金、钢铁、煤矿、制药、电子、食品、

医院等行业。 

②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国内市场采用直销、代经销、总包模式，主要是通过招标或报价方式获

得订单；国际市场主要通过直销、代工、总包模式，通过招标或竞价方式获得订单。 

 

2、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 

①公司瓷绝缘子业务包括 2 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苏州电瓷和高科电瓷，其中苏州电瓷为新三板挂牌

企业。 

苏州电瓷和高科电瓷属于绝缘子避雷器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是各类绝缘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绝缘

子是输变电与牵引供电线路及电器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绝缘子被广泛应用于电力、轨道交通和电器设备

制造行业。根据用途不同，产品分为线路用绝缘子和电站电器用绝缘子。 

公司生产的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产品主要服务于输变电超特高压线路、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电

站电气等领域。主要产品为线路用 40～840kN 交/直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550kN 及以下棒形悬式瓷绝缘

子、电站和电器设备用 1100kV 及以下交流/直流棒形支柱瓷绝缘子、10～145kV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及电气

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用瓷绝缘子。363kV～800kV 特大型套型瓷绝缘子，为国内大规模生产输电线路用瓷

绝缘子以及电站用瓷套的综合性企业。产品质量控制标准明晰，监督检验系统完善。 

 ②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国内市场采用直销模式，主要是通过参与招标或报价方式获得订单，

国际市场，主要通过地区代理和招标或竞价方式获得订单。客户主要为国内外电网公司及下属单位，工程

总包单位、国内外的铁路运营单位及国内外的电气设备制造商。 

 

3、精密轴承 

①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轴承为新三板创新层挂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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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轴承主要业务是轴承及滚动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有滚针轴承、推力滚针轴承、圆柱

滚子轴承、单向轴承、滚轮滚针轴承和滚动体等系列产品。不仅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动力总成、底盘和空

调系统，还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工程机械和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国防工业领域，是总装备

部、国防科工局认定的军品承制单位。 

②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销售模式上采取直销的模式，与重要客户都签署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

约定的范围内，客户根据需求情况下滚动订单。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洁净环保设备及工程行业 

（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设生态文

明是中华名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 

（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有力

措施，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

卫战，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

幸福感。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生态环境部实行垂直管理制度、

出台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方案，河长制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从根本上将总量控制的环保思路转变到了以环境质

量改善为核心，拉开了环保效果新时代的序幕。 

（4）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决

定在京津冀 2+26 个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对于火电、钢铁、炼焦、石油、稀土等 25 个已规

定的行业要求新建项目自 2018 年 3月 1 日起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现有企业自 2018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 

（5）我国环保投资需求旺盛：未来十年每年环保产业投资预计超 1.5 万亿，发达国家都走过先污染

再治理的发展路径，经历从毫不重视环保，单纯发展经济阶段---通过完善立法加大环保投入来寻找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经验，国家环保投入

一般占 GDP 比重高于 2%，达到 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在投资高峰时期占比更高，且投资高峰

一般可持续 10 年以上。“十二五”时期，环保投资为 3.4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8%，对比国外仍处于

较低水平，从长期来看，环保产业处于高成长期。 

（6）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是国内领先的空气净化、节能环保和气体纯化领域技术创新、装备制

造和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2、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行业 

（1）根据《国家电网 2018 年社会责任报告》，党的十九大对我国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作出了重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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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强调加强电网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国家电网坚持安全、优质、经济、绿色、高效的电网发展

理念，着力推进电网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能源资源配置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电网在能源资源

配置和转换利用中的基础平台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服务需求。做好“十三五”电力规划中期评

估和滚动调整，推动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五交五

直”特高压工程纳入国家规划。 

（2）“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适应和引领全球化、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近年来，

国家电网公司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立足主业，发挥企业优势，积极服务和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成功投资运营巴西、菲律宾等 7 个国家和地区骨干能源网，在全球设立 10 个办事处。国

家电网公司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坚持长期战略，实施本土化运营；坚持规范运

作，实现长治久安；坚持共享发展，促进合作共赢。国家电网公司投资和承建的项目均关系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所有项目运营平稳、管理规范，得到当地社会和监管机构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建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国家电网公司多个项目在国际上成为“金字名片”，为当地

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树立了负责任的国际化企业形象。 

（3）苏州电瓷作为制定瓷绝缘子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参与者，参与了特高压建设和“一带一路”输电

线路建设中瓷绝缘子的大批量供货任务。 

 

3、精密轴承行业 

（1）2018 年,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轴承主要配套主机行业发展出现较大的不均衡,轴承行业出现了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且下半年以来,增速

环比不断回落,最终实现了较低速度的增长。 

（2）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轴承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对轴承行业主要企业的统计,

国家海关对轴承产品进出口的统计以及协会对各地方协会、企业的调研,综合分析,2018 年全国轴承行业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1,848亿元(折合 279亿美元),比 2017年增长了 3.36%,完成轴承产量 215亿套,比 2017年

增长了 2.38%。2018 年我国轴承进出口总额为 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8%，其中出口创汇 58.0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1%,进口用汇 37.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3）苏州轴承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产品远销欧洲、北美、南美以及日本、韩国、

印度、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根据中国轴承行业协会数据统计，苏州轴承在2018年度轴承行业企

业滚针轴承产量中排名第一。苏州轴承正全力打造国际优秀的滚针轴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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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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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元） 2,983,726,283.80 2,590,505,593.52 15.18 2,282,154,18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106,437.88 66,431,552.62 29.62 49,771,14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640,736.31 45,769,263.61 54.34 33,038,55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0,220,874.48 173,585,129.04 44.15 200,609,51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29.41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29.41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4.06 1.20 3.69 

项  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元） 4,379,788,960.91 4,217,485,918.06 3.85 4,011,115,42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9,366,898.99 1,616,783,073.59 0.16 1,602,700,736.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9,046,077.25 785,784,808.52 779,326,573.32 699,568,82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77,966.94 34,306,972.95 26,994,426.92 5,927,07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28,234.22 31,511,222.32 24,443,346.48 57,93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8,663.85 51,818,217.72 34,897,556.75 125,476,4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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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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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7 143,125,054 0 - - 

徐东 境内自然人 4.998 19,994,606 0 - -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0,009,53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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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铂 境内自然人 2.10 8,403,739 0 - - 

王柯华 境内自然人 2.06 8,255,950 0 - - 

张铱 境内自然人 0.81 3,241,710 0 - - 

季法强 境内自然人 0.45 1,810,000 0 - - 

陈述秋 境内自然人 0.43 1,726,782 0 - - 

陈越孟 境内自然人 0.36 1,450,000 0 - - 

陈钢 境内自然人 0.29 1,152,3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创元投资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个人股东徐东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9,994,606股；  

2、个人股东张铂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243,939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 159,800股，共计持有 8,403,739 股； 

3、个人股东王柯华通过中国国际金融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147,850 股，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 108,100股，共计持有 8,255,950股； 

4、个人股东张铱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3,170,050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 71,660股，共计持有 3,241,710 股； 

5、个人股东季法强通过东吴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500,000股，通过普

通账户持有 310,000股，共计持有 1,810,000股； 

6、个人股东陈述秋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710,182 股，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 16,600股，共计持有 1,726,782股； 

7、个人股东陈钢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106,000 股，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 46,300股，共计持有 1,152,3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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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创元科技紧跟国家战

略，顺应宏观形势，在党组织、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正确领导下，以“集聚主业、做优做强、资本裂变、

回报股东”为经营理念，持续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聚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上下齐心，克

服困难，顶住压力，拼搏奋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努力为股东、社会、员工创造更大价值。 

一、2018 年经济运行情况良好，经营业绩保持良好增势。 

1、经济规模及效益稳健增长 

2018 年经济运行延续良好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完成 29.84 亿元，同比增长 15.18%；利润总额 1.76

亿元，同比增长 11.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610.64万元，同比增长 29.62%；净资产收益率 5.26%。

每股收益 0.22 元。营收及利润指标均达历史最高。 

2、资产处于优良状态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 43.8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6.19 亿元，资产

负债率为 50.80%。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 2.50 亿元，同比增长 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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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集聚度进一步提升 

公司重点培育的洁净环保以及瓷绝缘子、精密轴承三大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净利润占全部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达 82%，96.24%，公司产业进一步集聚，主业进一步突出。 

二、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建和经营双轮驱动 

1、2018 年为公司的组织基础夯实年。根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司及其子公司进

一步完善了《公司章程》，明确和落实了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明确了公司党组织参

与“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职权。 

2、公司配齐配强了党组织班子成员。梳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党建工作制度。根据最新要求修

订了三会一课制度、支委会工作制度、主题党日活动制度、党费缴纳及使用等系列制度。 

3、通过丰富多彩的党组织活动，加快了对先进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改善党员队

伍结构，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党建工作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江苏苏净融入式党建列入

苏州市“走看学做比”示范点，并获省国企党建“强基提质”创新案例三等奖。 

（二）持续聚焦公司主业，市场开拓卓有成效 

1、江苏苏净 

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品牌和平台优势，以净化工程、环保工程为龙头，联合作战拓展市场，市场竞

争力不断提升。通过主动调整、积极作为，加快转向电子信息、医疗、新能源等新兴市场，单项合同额和

重大项目量屡创公司纪录。半导体行业拿下了中电海康、和舰科技、海力士等高难度纯水项目，在手机加

工行业、垃圾渗滤液领域、新能源汽车行业、电子高端领域中屡屡中标，在电子行业取得聚灿光电、捷威

等超亿净化工程项目，转型升级迈出了新步伐，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报告期，江苏苏净实现销

售收入 14.14 亿元，同比增长 22%。 

2、苏州电瓷 

积极推动市场格局转型升级，即由原来的高度依赖国内市场逐步向国际市场转型，开启打造国际品牌

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苏州电瓷国内市场方面，在南方电网、蒙西电网、高速铁路市场方面均取得了较好

的业绩。国际市场方面通过参加国际展会，组团走访国外客户，深度开发和巩固传统市场，不断开拓新的

市场，亚洲、南美等区域订单均呈增长态势。报告期，实现出口销售 1.87 亿元，同比增长 50.94%。 

3、苏州轴承 

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客户服务和“中华”品牌的美誉度，荣获博世集团的“博世亚太区优秀

供应商”、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的“A 级供应商”和“优秀开发奖”、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的“2017 中国

轴承市场营销 30 强”的荣誉。苏州轴承 2018 年 6 月设立的德国子公司在斯图加特开业，这是苏州轴承全

球化战略的一个关键布局，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报告期苏州轴承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4.12 亿

元，同比增长 20.29%，实现出口销售 1.75 亿元，同比增长 29.38%。 

（三）激励科技创新，提升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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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制定《创新工作奖励办法》，加大创新奖励，以引导和激励子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394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14 项。报告期内，公司共投入研发费用 1.37 亿元，占营业收入 4.58%，同比增长 11.76%。 

1、江苏苏净 

报告期内立项 10 项，其中省级以上 4 项。开展项目验收 8 项。与北京高等院校联合筹建院士工作站，

确立了大气颗粒物实时在线监测仪器、高效环保工质换热热管等重点课题。编写发布国家标准 8 项。新产

品及技术获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杰出产品奖、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各 1 项。 

江苏苏净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苏州电瓷 

加快技术改造方面：1）有序推动现有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努力提升设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减轻

员工劳动强度，改善员工作业环境，努力推进生产管理技术水平进步。2）结合重点项目宿迁项目，根据

智能化生产要求，对整个工艺流程进行反复的论证和研讨，确保方案的可行性，运行的稳定性，质量的可

靠性，为确保宿迁项目顺利投产打下基础。 

加快新产品研发方面：1）根据国外客户需求，做好圆柱头悬式产品的国外试验工作。5 个品种已经取

得欧洲试验室的试验合格报告；东南亚 6 个品种样品已完成待送样。为苏州电瓷产品的国际化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2）报告期末已取得国内圆柱头悬式全系列 29 个品种的试验合格报告。 

3、苏州轴承 

报告期开发新品 114 个、6 项课题基本结题。在润滑技术、寿命提升技术、轴承结构等方面巩固了技

术积累，部分研究技术已实现商业化应用。博士后工作站与高校合作项目完成开题。根据技术工艺优化和

生产需要，设计 8 套级进模，其中 3 套已投入使用，单套设计时间大幅缩短。新的轴承生产线研制成功，

为产线布局优化拓展了空间。 

报告期苏州轴承获得 2017 年度江苏省级军民融合发展引导资金项目，获批“高新区优秀企业研发机

构”和“苏州市专精特新示范企业”。《汽车 ABS/ESC 系统用偏心滚针轴承研发》获得江苏省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耐高温（400℃以上）汽车涡轮增压器轴承的研制及生产》取得江苏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综合奖补资金审批。基础研发条件建设项目通过验收，提高了航空滚针轴承的基础研发能力及制造水平。 

   （四）健全法人治理，努力回报股东 

1、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制度建设，确保规范运营  

制度建设方面：公司制订和修订了《公司投资及购买或出售资产管理制度》、《公司资产出租管理办法》、

《公司干部选拔任用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资产运营和投资管理，强化了人力资源、业务

接待等内部控制，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决策程序依法、合规。 

管理提升方面：公司聘请第三方管理咨询机构，借助外力推动，管理改善和管理提升。子公司针对经

营特点，结合内外部因素，及时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在应收账款风险控制（营销管理）、生产管理及研发

管理等方面实施了专项管理提升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强化和应收账款管控，降低经营风险，规范了现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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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一步提升了内控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重点子公司推行 6S精益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顺利完成董监事会换届，加强派出董监事管理  

2018 年是公司换届选举年，在监管机构的帮助指导和股东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公司 2018 年 10 月 30

日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公司通过严格落实子公司董事会预备会制度，加强派出董、监事履职管理，

进一步加强子公司管理，提升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规范信息披露，努力回报股东 

公司严格按照法人治理结构要求，规范履行各项程序；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要求，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妥善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深交所互动平台，认真回答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接听投资者来电，报告期通过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42 条。 为回报投资者，

报告期内完成公司 2017年度 4000.8万元的分红派息工作。经过努力，公司连续四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考核 A(优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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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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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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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洁净设备及工程 1,413,823,540.31 277,343,805.46 19.62 22.02 0.82 -4.12 

输变电高压绝缘子 614,193,314.10 166,045,721.48 27.03 3.41 2.92 -0.13 

精密轴承 412,128,573.17 149,156,046.37 36.19 20.29 13.12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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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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781,069,515.34元 658,760,009.21元 

应收票据：128,264,796.34元 

应收账款：530,495,212.87元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

示 

其他应收款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

程列示 

在建工程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990,151,072.46元 807,196,272.04元 

应付票据：137,146,713.13元 

应付账款：670,049,558.91元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

示 

其他应付款 

546,138.32元 565,845.02元 

应付利息：509,357.98元 

应付股利：56,487.04元 

7.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

应付款列示 

长期应付款 
30,540,000.00元 30,540,000.00元 

专项应付款：30,540,000.00元 

8.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136,772,674.98元 -122,380,921.33元 管理费用-研究开发费：

122,380,921.33元 
9.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136,772,674.98元 122,380,921.33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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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一级子公司苏州轴承本年度在德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苏轴（德国），成为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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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签章页）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春奇 

2019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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