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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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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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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38,465,510.23 元（合并报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305,563.18 元；根据 2018 年 5 月

18日公司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235,858,2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股人民币 0.25元，共计派发现金 5,896,462.48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 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

题的通知》（财企[2005]6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下放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16]31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转发省国资委财政

厅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陕政办发[2017]2 号）

等文件要求，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2018年将“三供一业”职能进

行了分离移交，其中无偿移交资产账面净值为 2,868,694.67 元，承担资产改造费用 5,783,105.60

元，共计 8,651,800.27 元。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217,749,888.66元，2018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238,361,572.96元。 

为向股东提供充分合理的投资回报，并结合公司目前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定的

2018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35,858,26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5,330,786.90 元，当年现金分

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9.86%。同时，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35,858,2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4股（含税）。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光股份 60037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瑞涛 李国强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电话 0917-3561512 0917-3561512 

电子信箱 office@baoguang.com.cn office@baogua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生产真空灭弧室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范围为：高、中、低压真空电力电器、

无线电元器件、器件、材料、高新元件、弹性元件的研制、生产、批发、零售及服务；机械加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以真空灭弧室产销为主要业务，产业布局涵盖电子器件、电气配件、电子陶瓷和国际业

务四大板块。电子器件板块包括真空灭弧室、固封极柱和太阳能集热管等电真空器件产品；电气

配件板块主要以操纵机构为主，其它高压电气配套产品、灭弧室零配件等产品为辅；电子陶瓷板

块以生产电真空陶瓷为主；国际业务板块以真空灭弧室和固封极柱产品出口、金属化瓷壳进口为

主，辅以电器配件出口等。 

“宝光”牌系列产品包括真空灭弧室、固封极柱、电真空陶瓷、太阳能集热管、高压电器配

件、以及以操纵机构为核心的电气配套产品等七大类八百多个品种，具有标准化、系列化、小型

化、长寿命、高可靠、专业化等特点。目前，公司已研发出 12kV，24kV，36kV，72.5kV,126kV

电压等级在内的，从 0.66kV 到 126kV 的符合 GB、IEC、以及 ANSI 等相关标准规定的各种需求的

全系列真空灭弧室,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真空灭弧室参数覆盖范围最广的企业。 

我公司专注于制造真空灭弧室 40余年，具备真空灭弧室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全方位优势

要素，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线，核心零件全部自制，专有技术严格控制，兼顾成本领

先、差异化生产、目标集聚等模式的优势，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目前公司年产真空灭弧室80万只，已累计为全球市场提供了800万只性能优良的真空灭弧室，

为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真空灭弧室制造厂家，在品牌知名度、生产设备、生产的信息化、技术研

发等方面具有引领行业发展的竞争力。 

公司在国内灭弧室行业处于龙头地位，连年产销量居行业第一。据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不

完全统计数据，2018年 4季度末我公司灭弧室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32.44%(该数据涵盖的生产厂家

有限，为不完全统计数据，仅供参考。)持续保持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的地位，且远销海外十多个

国家及地区。 

公司一直以智能化制造为目标，不断加大两化融合工作力度，为企业和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大

的价值而不懈努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790,475,384.81 707,719,523.77 11.69 696,604,718.67 

营业收入 849,346,060.30 804,883,947.15 5.52 696,057,72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65,510.23 36,041,222.74 6.73 36,144,48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71,656.02 32,796,948.25 1.45 34,328,16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0,147,923.85 496,067,724.06 4.85 470,945,41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70,101.89 35,363,737.87 56.86 -39,807,90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1 0.1528 6.74 0.1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1 0.1528 6.74 0.1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7 7.44 
增加0.13个

百分点 
7.9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4,378,189.51 230,909,717.30 260,464,497.80 193,593,6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7,283.18 16,467,742.05 12,812,268.73 4,388,2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55,320.57 15,724,003.06 12,661,921.15 -269,58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82,883.86 40,072,955.49 -26,255,810.79 20,170,073.3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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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73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2,000 63,598,436 26.96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45,289,000 19.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1,410,250 4,540,287 1.93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敏 0 4,050,000 1.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俊明 410,000 1,470,000 0.62 0 未知 0 未知 

王大华 1,242,000 1,242,000 0.53 0 未知 0 未知 

李尚芹 473,300 1,095,800 0.46 0 未知 0 未知 

程立祥 967,000 967,000 0.41 0 未知 0 未知 

黄剑 38,400 940,000 0.40 0 未知 0 未知 

黄克庆 938,000 938,000 0.40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2016 年 10 月 28 日，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张敏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自此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018

年 12 月 7 日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协议》，双方解

除《一致行动协议》，不再一致行动，并终止提案权和表决权的

委托关系。双方不再采取共同的意思表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各自的意愿独立行使股东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股东西藏



锋泓及张敏女士的《承诺函》，双方就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事宜补

充承诺：自双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计算减持比例时，西藏锋泓及张敏的

持股仍按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双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6 年 11 月 17 日，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省技术

进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为协

议签署后 36 个月，自此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工作部署，在决策层和经营层

的领导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管理，贯彻执行年度经营方针。经过公司上下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多措并举，企业各项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实现了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一）灭弧室产业实现稳定增长，其他业务经营规模增速明显。 

2018年面对外部竞争和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及国内灭弧室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公司灵

活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应对市场变化，不仅成功扭转一季度增量不增收的困局，

国际业务还在新兴市场取得大幅增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电子陶瓷、电气配件及太阳能集热管

业务板块均呈现高增速发展，外部收入增速明显，对公司经营规模壮大起到有力支撑作用。圆满

的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实现了全年收入持续增长。 

（二）进一步明晰发展规划，深化体制改革，企业瘦身健体取得实效。 

2018年公司制定下发了“2018到 2020年三年滚动规划”，明确了各业务板块目标和所需的资

源、路径、实施方案及措施，保障规划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实现。改革现有考核体系，发挥绩效考

核的正面导向作用。推进制度改革，启动、实施第一阶段三定（定岗、定员、定编）工作，有效

改善结构性冗员问题。制定有效分类措施，通过“管理单位--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负责人三位一

体协同推进”的项目运行机制，督促加快项目实施与往期项目的验收转固，有效加速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实施。根据企业运营发展现状，适时调整内部组织机构，提高管理运行效率。 

（三）筹划和实施重点项目，支撑企业战略目标落地。 

2018年围绕战略目标，公司稳步实施技改项目，策划、启动灭弧室扩能、坚强供应链、人才

战略储备等公司级重点项目，应用大数据、新媒体资源，为业务提升注入新活力，有力支撑、确

保战略目标落地。 

（四）坚持创新发展，促进转型升级，技术、研发、质量工作取得新成果。 

2018 年公司坚持创新发展引领技术，产品研发贴近市场需求，产学研成果转化取得新突破，

《TD34系列固封极柱用真空灭弧室》项目获得国家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真空灭弧室防伪

技术研究获得突破，可实现轻松扫码识别。全年组织新品立项 24个，着眼未来市场，促进转型升

级，新领域、新门类产品探索取得进展。灭弧室周期退货率同比大幅下降，固封极柱一次成品率

同比提高 2%，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有效地支撑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五）利用现有资源，内部挖潜，多措并举，提升产能效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8年公司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科学组织生产资源保障工作，不断内部挖潜，进一步释放产

能。全年灭弧室炉前齐套率为 99.3%，采购物资准时交付率为 99.6%；基础管理、装备、动能保障

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主要设备故障率、关键生产设备故障率均未现大幅波动。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周密部署开展安全、环保工作，全年无重伤、死亡、火灾、污染事件发生，安全生产标

准化二级达标也顺利完成，确保了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实施。 

（六）运用精益管理理念，持续提高效率，降本增效，夯实竞争优势。 

2018年公司经营层组织带队职能部门与生产一线面对面交流，针对在制占用、加工周期、流

转效率等制造单元梳理的瓶颈问题，运营精益理念，群策群力，切实、高效的解决了生产一线实

际问题，生产效率有效提升。公司根据 2018年降本目标，成立了各降本专业组，围绕技术降本、

研发降本、采购降本、节能降耗降本、职能业务降费实施各专业降本增效项目百余项次，成果显



著，为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七）加强党建、群团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助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加强“三基建设”，使党建和降本增效、技术攻关、市场开拓、生产保障等企业经营工作进一

步结合；政研课题工作成绩明显，公司政研课题，获得中央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2018

年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聚焦监督，建立了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从业员工廉政档案及信息台账，

及时关心、提醒、教育干部及高风险岗位员工廉洁规范从业。大力开展年度“先进工作者”、一线

先进典型、宝光工匠等典型宣传，鼓舞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活

动及“七大浪费提案改善”主题活动。推进企业职工文化建设，开展了“魅力宝光” 主题系列文

化活动、“中国梦• 劳动美”及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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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

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年财务状况，2018年及以前期间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本报告财务报告 (九)，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公司为宝光陶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瓷科技”) 详见本报告财务报告 (八)。 

 

 

 

董事长：李军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