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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1                            证券简称：爱司凯                            公告编号：2019-021 

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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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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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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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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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司凯 股票代码 3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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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叶 曾毅霞 

办公地址 广州市东风东路 745 号东山紫园商务大厦 1505 房 广州市东风东路 745 号东山紫园商务大厦 1505 房 

传真 020-37816963 020-37816963 

电话 020-28079595 020-28079595 

电子信箱 amsky@amsky.cc amsky@amsky.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12月，主要从事工业化打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注于工业化打印技术的研发，致力于工业

化打印技术应用领域的解决方案及成套设备产品的提供。公司目前主导产品为计算机直接制版机（CTP），包括胶印直接制

版机（胶印 CTP）和柔印直接制版机（柔印 CTP），可提供从胶印 CTP 到柔版雕刻机，从小幅面到大幅面，是国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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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最齐全的 CTP 厂商之一。胶印 CTP 是公司激光打印技术的首个工业化应用产品，包括热敏胶印 CTP 和 UV 胶印 CTP 

二大类，涵盖了低中高速的多种胶印 CTP 产品。柔印 CTP 是公司第二个激光打印技术工业化应用产品，柔印 CTP 的推出，

有利于实现公司激光打印技术在印刷工业应用领域的深度覆盖，进一步从书刊、报纸、画册等印刷领域逐步拓展到纸包装、

塑料包装、金属包装等包装印刷和标签印刷。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推出了3D砂型打印设备-爱司凯风暴S800，并在自有设备上对公司的压电喷头进

行了实际商用测试。 

（二）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 

根据CTP行业的特点及实际情况，对于国内销售的胶印CTP，公司采取经销、直销和经营租赁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经销为

主要销售方式，经营租赁模式不再成为公司拓展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对于国内销售的柔印CTP，公司目前采取经销、直销

的方式，其中经销为主要销售方式。对于国外销售，公司的胶印CTP和柔印CTP目前均只采取经销方式。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报处地位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胶印CTP已逐步进入到成熟期。而与同时期胶印CTP技术相比，由于柔印CTP技术的成熟度较低，

导致柔印CTP的发展阶段慢于胶印CTP。整体而言，柔印CTP产品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CTP，作为国内较早从事CTP研发并成功实现CTP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主要与国际竞争对手进行竞

争。公司是目前国内主要的胶印CTP品牌供应商和市场销售份额领先的企业之一，产品已经销售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胶印CTP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同时，公司也是国内最早成功推出柔印CTP的生产商之一。报告期内，公司

还实现了以256路激光光阀技术为基础的高端CTP量产销售。 

CTP行业与下游印刷行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具体而言，胶印CTP行业主要包括报纸、书籍、杂志等出版物印刷及画册、

海报、宣传册等商业印刷领域，绝大部分属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基础行业，受经济周期和季节影响较小，从而导致

胶印CTP行业无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而柔印CTP行业的下游主要为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包装等包装印刷领域和标

签印刷领域，包装印刷领域和标签印刷领域受国民经济的景气度影响，与经济周期呈现一定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无明显的季节性。 

国内CTP行业的区域分布与各地区印刷业的发达程度紧密相关。以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为代表

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较大、经济较发达，印刷业也相应较为密集和发达，对先进印刷技

术较为敏感，CTP装机量领跑全国，因此本行业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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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00,336.44 180,187,839.78 -3.49% 185,345,2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43,343.08 36,680,334.40 -30.63% 46,674,77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37,509.33 28,726,220.90 -34.42% 42,267,96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84,343.07 34,515,028.15 -8.49% 31,455,08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7 0.2547 -30.62% 0.39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7 0.2547 -30.62% 0.3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7.61% -2.55% 13.4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84,124,973.01 546,171,308.25 6.95% 515,801,2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2,613,230.75 494,231,517.15 3.72% 465,551,1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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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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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7,746.61 44,451,314.98 49,356,664.00 48,234,6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1,798.07 7,544,791.86 8,225,946.92 7,190,80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5,101.96 6,573,088.58 6,972,455.17 4,196,86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271.92 20,855,909.13 -1,998,558.95 12,295,7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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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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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爱数特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2% 49,136,580 49,136,580 质押 20,140,000 

DT CTP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1.29% 16,257,083 0   

共青城容仕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8% 5,583,303 0   

刘阳春 境内自然人 3.59% 5,173,139 0   

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4,764,321 0   

应祎琦 境内自然人 3.29% 4,738,200 0   

李广欣 境内自然人 2.70% 3,890,100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2.06% 2,969,360 0   

宁波凯数投资咨询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2,116,315 0   

任卫峰 境内自然人 0.73% 1,048,83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爱数特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李明

之、朱凡、唐晖分别持有其 30%、30%、40%的股权，上述三人为

本公司一致行动人，其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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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带领下，力保公司生产与经营稳定发展，实现了以256路激光光阀技术为基础的高端

CTP量产销售。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深入研发创新，推出新品风暴S800砂型3D打印机，并在自有设备上对公司的压电喷头进

行了实际商用测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实现营业收入17,390.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544.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83.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42%。下降因素主

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进军3D打印领域 

公司于2018年5月推出新产品风暴S800砂型3D打印机，并在自有设备上对公司的压电喷头进行了实际商用测试；同时完

成了S2000、S4000大型和超大型3D砂型打印设备的设计和原型机试制测试，为公司在3D打印商用量产砂型打印的全国乃至全

球的布局打下了基础。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公司董事赵禔、为真鑫元、洛阳高新区管委会、签署《3D砂型打印共享中心项目入区协议》；公司与公司董事赵禔、

为真鑫元、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高新”为洛阳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出资方）、投资人张帆及张风军签订《关

于设立洛阳易普特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基本情况如下：充分利用公司3D砂型产品打印技术优势及市场需求，在洛阳高

新区建设3D打印共享中心项目，通过打印共享中心平台线上线下交互将生产中心信息化，在逐步完善、迭代的过程中，积极

开展技术创新，促进打印共享平台服务及相关生产配套服务、研发等，逐步积累工程经验、固化工业、优化流程、集合大数

据，最终实现3D打印工业领域在该地区的智能制造及提升，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3D打印技术、服务及其相关配套生产线、研

发等，服务于周边铸件企业。项目实施方易普特已于2018年10月26日成立并已完成工商注册。 

2、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1）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爱新凯与浙江省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富阳分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3301832018A21036），爱新凯通过竞拍方式以人民币659万元的价格取得宗地编号为富政工出[2018]4号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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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总面积为12516平方米。该地块将用于公司数字制版机、工业用压电喷墨打印头生产线项目项目

建设，为促进子公司项目顺利推展，公司投入募集资金，该项目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有效保证公司战略

发展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开拓市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利用原 CTP 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大楼，采购 MEMS 技术加工所需设备等组建 MEMS 技术加工打印头生产线，含括在 MEMS 生

产线的基础上开展新 MEMS 打印头产品、新 MEMS 技术、新 MEMS 生产工艺的研究和开发，建设MEMS 打印头生产线建设项

目，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品牌发展战略，加速国产品牌的进口替代作用，提高市场地位，同时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为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喷头批量化生产线建设 

（1）基本完成了广州MEMS生产线的设计，主要设备已到位。 

（2）基本完成了喷头流水线的设计和主要生产线功能验证，为喷头的批量商业化生产打下了基础。 

（3）改善了喷头商业批量生产的工艺路线，特别在胶水的改进和零件加工精度及效率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4、实现以256路激光光阀技术为基础的高端CTP量产销售 

加快以256路激光光阀技术为基础的高端CTP的市场推广，实现了以256路激光光阀技术为基础的高端CTP量产销售。这

标志着公司的CTP设备在超高精度和超高速度的打印效率上达到了国际一线水平。 

5、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管理层的

工作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快速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公司不断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规

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持

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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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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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销售收入 164,514,850.27 80,885,251.31 49.17% -3.56% -4.98% -0.74% 

年保收入 5,581,433.72 4,242,243.95 76.01% 12.46% 12.10% -0.25% 

升级收入 1,849,497.75 778,049.67 42.07% -22.60% -17.24% 2.73% 

设备出租收入 284,107.59 259,651.17 91.39% -68.98% -66.66% 6.38% 

其他业务收入 1,670,447.11 523,216.05 31.32% 25.72% 47.03%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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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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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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经本公司2018年10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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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

定，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内容：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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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合并为“固定资产”；将原“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质”项目合并为“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为“其

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项目合并为“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将原“管理费用”项目分拆为“管

理费用”和“研发费用”进行列报；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披露。在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1.会计政策变更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1）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受影响的科目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5,902,653.40 

其他应收款 7,502,072.3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911,791.10 

管理费用 -25,770,478.98 

研发费用 25,770,478.98 

其中：利息费用 187,442.49 

其中：利息收入 578,957.11 

（2）2018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受影响的科目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6,837,697.80 

其他应收款 25,492,743.2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0,597,475.74 

管理费用 -19,598,149.76 

研发费用 19,598,149.76 

其中：利息费用 187,4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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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科目 影响金额 

其中：利息收入 1,332,638.10 

2.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1）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受影响的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 3,816,744.05  -3,816,744.05 

应收账款 149,605,303.97  -149,605,303.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3,422,048.02 153,422,048.02 

应收利息 485,333.32  -485,333.32 

其他应收款 5,586,719.68 6,072,053.00 485,333.32 

应付票据 3,880,000.00  -3,880,000.00 

应付账款 5,278,738.86  -5,278,738.8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58,738.86 9,158,738.86 

管理费用 34,485,205.36 15,049,232.66 -19,435,972.70 

研发费用  19,435,972.70 19,435,972.70 

其中：利息费用  26,281.25 26,281.25 

其中：利息收入  701,485.03 701,485.03 

（2）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受影响的科目及影响金额如下表： 

受影响的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 3,816,744.05  -3,816,744.05 

应收账款 151,155,855.66  -151,155,855.6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4,972,599.71 154,972,599.71 

应收利息 485,333.32  -485,333.32 

其他应收款 22,874,340.64 23,359,673.96 485,333.32 

应付票据 3,880,000.00  -3,880,000.00 

应付账款 64,129,689.40  -64,129,689.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8,009,689.40 68,009,689.40 

管理费用 27,215,627.85 11,878,802.09 -15,336,825.76 

研发费用  15,336,825.76 15,336,825.76 

其中：利息费用  8,204.58 8,204.58 

其中：利息收入  678,006.10 678,006.10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财务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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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公司本财务报告期内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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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18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和2018年4月18日总经理办公室研究通过，公司本期新设

两家子公司广州市爱微特科技有限公司和合肥特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主要信息如下： 

子公司名称 取得方式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人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广州市爱微特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 李明之 1,428万元 1,428万元 

合肥特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李明之 500万元 100万元 

接上表： 

经营范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 

真空磁悬浮发电机(组)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

通用机械设备销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机械技

术咨询、交流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勘察设计;

新能源发电工程咨询服务;发动机热平衡系统

技术研究、开发;发动机热管理系统技术研究、

开发;发动机热平衡系统设计、咨询服务;发动

机热管理系统设计、咨询服务;能源技术研究、

技术开发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技术进出口 

91440101MA5ARXN68D 70.03 70.03 是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

微小型燃气轮机产品研发及销售;机械设备及

其零配件的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91340100MA2RR4K27F 100.00 1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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