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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2                               证券简称：新元科技                               公告编号： 

北京万向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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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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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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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4554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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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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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元科技 股票代码 3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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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帮南 秦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新洲商务大厦

409 房间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8 号新洲商务大厦

409 房间 

传真 010-88131355 010-88131355 

电话 010-51607598 010-51607598 

电子信箱 newu@newu.com.cn newu@new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以提供工业智能化输送、配料成套解决方案为主业，集方案设计、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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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销售服务于一体，主要产品包括上辅机系统、小料配料称量系统、气力输送系统、环保系统、电镀系

统等。公司子公司清投智能的主营业务为大屏幕显示控制系统和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液晶项目、DLP项目、智能滑雪机、智能枪弹柜、智能机器人等。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配料是工业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配料工序的质量、效率和稳定性对整个工业生

产过程和产品的质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落后的配料系统不仅效率低而且配料不准，手工操作配料又将

人为因素引入配料环节，严重影响产品质量的稳定和进一步的提高，并且具有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欠缺、

环保不达标等缺陷，手工配料更使工业配方难以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实现。因此，高精度、智能化配料系

统对工业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司产品是工业智能化配料控制技术的精细化运用，智能化配料控制技术广泛使用如电气控制技术、

计量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机械技术、材料和化学技术等多学科、多方面专业技术，智能化

配料控制技术主要运用于工业生产企业原材料、辅料的计量、输送、贮存及投料等各环节。公司生产的工

业智能化配料系统产品，一方面能大大提高工业生产企业配料环节的生产效率，有效地提高原材料、辅料

的配量精准度，确保工业生产企业产品品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能有效解决工业生产企业生产配料过程中

的粉尘污染和气味污染，提高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质量，强化员工劳动保护力度。 

    环境污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腾飞，工业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空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导致的

雾霾现象普遍出现，环境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处理效率高、运行成本低、投资少的智能化

环保装备和解决方案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公司废气治理系统具有多样化、全领域、高效率、环境友好等特点，特别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上具有

完善的技术储备和应用案例，先后开发出有机废气治理装备、工业除尘装备、橡胶工业车间污染解决方案

等环保装备和解决方案。同时公司在环境污染咨询、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技术咨询等领域也有所发展，公

司环保技术可以为工业污染提供全方位的装备产品，更为工业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污染治理解决方案。 

    清投智能主要产品包括大屏幕显示控制系统和智能装备。大屏幕显示控制系统包括拼接显示系统和智

能控制系统两类产品。拼接显示系统是各显示单元组合拼接而成的高亮度、高分辨率、色彩还原准确的电

视墙，主要应用于监控、指挥调度、会议中心、室内宣传、户外广告等场景。智能控制系统主要为T-Show

信息可视化交互系统（以下简称“T-show系统”）。T-show系统是清投智能结合大屏幕拼接技术和多点触

控技术推出的可视化交互系统，可实现多信号、大数据背景下的智能接入、交互管理与高清展示。该系统

主要应用于指挥监控、演示汇报、展览展示大厅、大型会议室等场景中。智能装备主要产品为智能枪弹柜、

智能机器人、智能滑雪机。枪支弹药专用保险柜是专门用于存放依法配备、配置的枪支和/或弹药的保险

柜，智能型枪支弹药专用保险柜是指安装了一种电子装置的专用柜，该电子装置具有生物识别、柜门启闭

控制、枪支弹药存取控制及其信息自动记录、传输和报警等功能。清投智能的智能枪弹柜业务为下游客户

提供智能枪弹柜及其核心部件和公务用枪管理系统等产品，产品主要用于公安、武警等领域的枪支存放和

管理；智能机器人产品主要为巡检机器人。巡检机器人是具备巡逻、监视、用户特定检测等功能的专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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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器人，主要由运动底盘、运动控制系统、导航系统、感知传感器、无线通信系统、检测系统、监控后

台等部分构成，主要应用于电力、交通、库房仓储、市政等领域，按应用环境可分为室外巡检机器人和室

内巡检机器人。目前清投智能提供的智能机器人包括粮食仓库巡检机器人和电力巡检机器人；室内滑雪机

是一种适用于单板及双板滑雪者的室内滑雪训练设备，因滑行速度和滑坡角度均可调节，滑雪机适合各种

水平的用户使用。清投智能提供的智能型室内滑雪机利用体感动作识别技术及实时抠像技术，可实时捕获、

识别使用者的动作，并在屏幕上显示训练者在虚拟场景下的训练画面，从而增强训练者的现场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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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35,724,014.45 302,855,976.50 76.89% 219,082,69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34,587.50 20,889,965.87 235.25% 16,196,85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17,263.44 20,179,906.65 -36.98% 13,964,94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052,284.97 16,005,176.52 281.45% -45,381,83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1 161.9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1 161.9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5.30% 1.17% 4.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559,798,168.14 1,586,676,257.13 -1.69% 613,642,71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4,812,901.73 826,461,206.52 37.31% 385,943,0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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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32,190.06 122,347,516.36 111,911,980.05 193,932,3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38,603.88 4,735,795.03 5,393,262.96 49,966,9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29,345.73 2,906,043.45 5,312,265.22 -5,130,39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9,946.65 -37,133,046.81 39,839,322.04 54,656,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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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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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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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业胜 境内自然人 8.43% 11,175,027 8,381,270 质押 9,084,000 

农银国际投资

（苏州）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71% 10,219,724 10,219,724   

王展 境内自然人 6.84% 9,063,095 9,063,095 质押 7,877,238 

曾维斌 境内自然人 4.91% 6,509,761 4,882,321 质押 1,795,000 

姜承法 境内自然人 4.91% 6,509,761 4,882,321 质押 5,590,00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乐善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63% 6,131,834 6,131,834   

北京世纪万向

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 5,700,000  质押 5,700,000 

张玉生 境内自然人 4.09% 5,425,041 4,068,781 质押 735,000 

贾丽娟 境内自然人 3.58% 4,738,541  质押 1,615,000 

王际松 境内自然人 3.34% 4,425,041  质押 735,000 

李国兵 境内自然人 3.11% 4,120,041  质押 1,4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朱业胜先生、曾维斌先生及姜承法先生为一致行动人；2、朱业胜先生为世纪万向控股股

东；3、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关系及关联关系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且不存

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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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公司立足于自有优势产品领域，持续不断地推

进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紧跟市场需求进行深度挖掘和创新，优化营销网络，在继续做好主营业务的同时

以自主研发、外延式发展等方式，持续拓宽产品线和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同时继续推进管理规范化工作和

科学管理体系的建设，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制造”+“环保”双轮驱动，加上清投智能的业绩，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实现营业总收

入53,572.40万元，同比增长76.89%；营业利润2,443.06万元，同比下降4%；利润总额8,737.08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03.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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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加大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水平 

公司的研发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保证，公司保持一贯的重视研发投入的经营理念，为适应快速发

展的产品和技术需求，坚持自主创新，在不断优化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

和产品不断升级，强化项目储备及新产品研发。在现有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资金、人员投入，进

一步扩大和巩固优势地位。研究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断进入新的行业和领域，成为大中型企业的成

套技术和装备的一流供应商。 

 目前国内轮胎橡胶行业在工业4.0方面走在行业前列的企业中，我们提供数字化炼胶方案和智能装置

已经在部分企业应用。另外，公司目前拥有130项软件著作权，34项发明专利，4项外观专利，67项实用新

型专利（含控股子公司）。参与了国家标准《橡胶塑料机械术语》和化工行业标准《废旧轮胎裂解炭黑》

的起草、制定工作。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研发中心的建设，保证公司技术的领先水平，不断为公司后续发展

储备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促进研发成果的快速转换，通过强化自主创新持续夯实和深

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子公司清投智能管理团队核心成员长期致力于大屏幕拼接

显示领域和智能装备领域的产品研发，深谙行业发展特点和趋势，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发展动态，不

断将新产品、新技术推向市场。 

2.不断拓展发展视野，逐渐转变经营理念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等产业

发展壮大。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具体体现在生产过程信息化管理、无人化控制，包括

智能装备、MES系统、信息物流系统等。另外，国家法律的完善，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

需求。我们目前以轮胎橡胶行业废气治理为基础，向其它行业拓展；利用国内外技术和市场资源进行环保

产业整合，业务也在向水处理、土壤处理方向拓展。 

公司在理解和紧跟国家战略布局和产业规划方向，紧抓机会逐步跳出传统产业的圈子，着眼于国家大

力引导的技术和产业转型领域，要面向世界。要从仅提供设备向为客户提供整体方案转变，由满足生产需

求向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方面转变，从满足客户

需求型销售向引导客户消费型销售转变，敢于进行创新型经营。 

3.协同清投智能，更好实现战略布局 

目前清投智能与公司完成了初步整合，管理层团队快速融合，战略一致，制定了工业智能化发展方向，

后续公司将继续围绕工业智能装备领域进行一系列布局，持续并购的外延成长之路。公司战略转型后目标

明确，发展动力强，未来以“内生+外延”的方式快速成长。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拓展到大屏幕显示控制系

统、智能枪弹柜、智能机器人和智能滑雪机，进一步推动公司现有业务的延伸，拓展新兴行业细分领域发

展机遇，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所有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拟投资产业并购基金，有利于公司产业

整合工作的开展，整合智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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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专业合作方的投资经验和资源，弥补公司投资人才缺乏的短板，提前化解公司并购项目前期的法律、

税务、财务等各种或有风险。同时，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的整合产业资源的战略

布局步伐。同时建立和健全投资者沟通机制，并充分利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与广大投资者沟通和交流，

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重视投资者与机构的来访调研，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增强投资者

信心，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良好、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的诚信度、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将继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运作，继续坚持内涵式发展

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遴选优质企业及项目，把握国家行业整合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本的战略合

作，实现资本和经营的有机高效整合，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切实优

化投资者回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4.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规范运作 

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相关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公司实际工作出发，积极开展对各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完善培训工作，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保证各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5、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加信息披露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透明度；通过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和深交所

互动平台等沟通渠道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

之间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形象，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综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司将秉承既定的战略，继续保持研发费用投入，追求行业内的技术领

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继续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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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辅机系统 78,806,779.72 20,673,755.04 26.23% 44.53% 7.46% -9.05% 

小料配料称量系

统 
57,081,251.24 14,840,832.02 26.00% 142.60% 105.49% -4.69% 

环保系统 86,540,987.32 22,843,762.95 26.40% -17.99% -35.92% -7.38% 

液晶项目 123,419,530.27 54,613,690.10 44.25% 838.38% 1,428.86%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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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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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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公司将按照《修

订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

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 “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 “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

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分别反映企业

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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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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注销2家控股子公司，分别为河北虎盾、清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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