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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19-025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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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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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启技术 股票代码 0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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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婧 刘天子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三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三层 

电话 0755-86581658 0755-86581658 

电子信箱 ir@kc-t.cn ir@kc-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在发展汽车座椅功能件的研发与生产的同时，积极推进向超材料战略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公司正立足

于超材料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垂直深耕超材料尖端装备及超材料智能结构等业务，强化超材料产品研发，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超材料技术优势的进一步巩固。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尖端装备超材料方案提供和产品生产；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业化项目的实施、研制；各类汽车

座椅功能件、安全件及其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超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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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材料融合了电子信息、数理统计、无线通信等尖端领域先进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无线互联等高技术领域。

因其特殊的电磁性能，超材料在雷达、隐身、电子对抗等诸多技术领域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发展空间。美国、日本及欧洲

国家将超材料作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积极投入到超材料技术的研发中，力争在超材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

也大力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在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发改委《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

工程项目》，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方面对超材料发展

进行了科学规划，在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中予以立项支持。 

公司致力于推动超材料技术的发展及产业化落地，现阶段正重点发展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和超材料智能结构业务，相关

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1、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 

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以全资子公司光启尖端为重要实施主体。光启尖端经过多年的探索，已进入超材料尖端装备领

域，与各大军工集团广泛合作，光启尖端的业务结构正逐步丰富和完善，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研制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拓展，

业务初具规模。光启尖端部分超材料技术与多种传统军工技术的深度融合设计取得突破，实现了从局部件到整体大部件的跨

越；部分尖端装备正逐步从研发转入批产状态。此外，随着光启尖端生产用厂房的改造完成，公司具备了年产15万平米超材

料及2000件复合超材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为光启尖端装备从研制到批产转型提供了有效保障。 

2、超材料智能结构业务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是融合了超材料技术和智能结构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的超材料智能结构业务以

“智能警务终端”为突破口切入公共安全领域，公司开发了智能头盔、光电雷达前端感知节点、wifi探针等一系列产品。警

用智能头盔是一款整合了智能超材料技术、集大数据、通信、人工智能及增强现实技术于一体的穿戴式智能终端，可让“发

现警情”与“出警过程”实时同步，更精准地满足公安业务的复杂性需求，解放警力，提高警务效率；光电雷达前端感知节点

可满足长距离、大场景人像追踪及识别需求。“智能警务终端系列”产品可接入智能系统作为其前端智能感知节点。“智能警

务终端系列”产品既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又契合公司超材料智能结构业务发展目标。 

2018年12月，上海保安与光启超材料签订了《智能头盔采购合同》，该合同的签署是公司超材料“智能警务终端”系列产

品市场化的重大突破。随着公司与有关部门、企业合作地逐步深入，“智能警务终端”系列产品将陆续进入客户市场，未来将

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汽车零部件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座椅零部件及功能件，目前涵盖了20多个系列100个品种的汽车座椅滑轨、调角器、升降器，可以

为乘用、商用汽车等车型提供系统化和模块化配套产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了国内各大知名的整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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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63,754,726.72 379,680,553.46 22.14% 421,648,74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532,908.30 80,855,737.35 -12.77% 65,942,54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24,813.78 61,464,685.44 -25.61% 63,655,45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292,113.69 9,612,755.47 443.99% 84,060,3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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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1.17% -0.24% 11.6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199,734,816.68 8,294,721,796.11 -1.15% 739,799,48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93,960,229.35 7,525,702,447.82 0.91% 602,649,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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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16,364.06 101,164,182.05 82,497,139.79 186,377,0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82,034.06 14,836,128.68 6,126,154.39 37,488,59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4,416.74 6,539,897.71 3,581,196.47 29,609,30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05,808.15 57,588,220.03 -2,346,659.30 -38,355,2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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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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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达孜映邦

实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0% 917,952,313 917,952,313 质押 890,749,365 

达孜县鹏欣环

球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0% 178,821,878 178,821,878 质押 178,821,000 

桐庐岩嵩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9% 167,854,136 167,854,136 质押 167,854,090 

西藏达孜巨力

华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3% 95,371,668 95,371,668 质押 95,200,000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4.33% 93,205,361 0   

北京天汇强阳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 76,535,763 76,535,763 质押 59,517,000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3.42% 73,697,265 0   

西藏达孜顺宇 境内非国有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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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法人 

深圳光启空间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西藏达孜盈协

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55,553,996 55,553,996 质押 55,544,8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大股东中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

控制人关系，俞龙生与郑玉英为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石庭波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663,552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8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682,352 股。王秀荣通过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842,36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842,360 股。吴丽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27,63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99,289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926,924 股。石健均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2,871,06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88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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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经济增速企稳，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公司认真落实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要求，聚焦主航道，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狠抓提质增效，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375.47

万元，同比增长22.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53.29万元，同比下降12.77%。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超材料业务方面 

1、超材料产品竞争优势凸显，营业收入快速增长，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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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超材料产品竞争优势凸显，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2018年度，公司超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414.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00.18万元，增长了330.75%；公司超材料

业务营业收入占合并营业收入的比例已达到28.93 %，较上年同期的8.20%实现大幅增长。 

作为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重点发展企业的光启尖端，在剔除合并口径因素的影响后，其2018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全

年增长5,168.72万元，增长了62.96%；其中尖端装备的批产收入较上年全年增长了35.18%。 

2、丰富研发及生产超材料产品种类，将研发成果向批量生产转换，实现业务的稳定成长。 

公司利用超材料产品在技术、管理、客户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开拓市场，现在研产品或方案已涉及航空、船舶、导弹等

多个领域。部分超材料技术与多种传统军工技术的深度融合设计取得突破，实现了从局部件到整体大部件的跨越；部分尖端

装备逐步完成从研发转入批产状态。 

3、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保持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 

公司积极致力于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以“用改变世界的创新，为最终用户创造最终价值”为愿景，以“通过创新将未来

带到每个人面前，进而改变世界、创造世界，为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提供创新体验和最终价值”作为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

超材料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进行研发布局，保证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2018年度公司研发投入达7,822.40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05.71%，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16.8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申请专利675项。 

4、积极推进生产基地的建设，逐步提高生产能力。 

报告期内，光启尖端完成了生产用厂房的改造，使公司具备了年产15万平米超材料及2000件复合超材料制品的生产能力，

为光启尖端装备从研制到批产转型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公司正积极寻找合适的地域，为下一步拓展和建设尖端装备生产

基地做准备。 

5、积极推动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的市场推广，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战略合作，推出智能头盔、光电雷达感知节点、

wifi探针等一系列产品“智能警务终端”系列产品，并不断拓展市场化。 

6、继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始终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永续经营的动力与源泉，“能吃苦、能打仗、能坚持”的光启人精神、

“多想、多做、正直、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队精神等优秀的企业文化已植入企业发展

的基因中，并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不断进行倡导与践行。 

（二）汽车零部件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一方面推进汽车座椅功能件及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和零部件研发中心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不断开展新产

品和调整产品结构，以提升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在产品结构调整及钢材价格上涨的双重影响下，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与销

售实现营业收入29,269.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11%；实现净利润2,811.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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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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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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零部件产品 285,412,965.20 79,420,853.09 27.83% -14.30% -16.30% -0.66% 

超材料研发业务 99,343,538.41 41,422,928.15 41.70% 343.34% 151.80% -31.72% 

超材料产品 34,799,825.37 14,889,625.99 42.79% 298.47% 306.61% 0.86% 

其他 36,881,906.27 12,756,843.14 34.59% 260.03% 162.26% -12.89% 

合 计 456,438,235.25 148,490,250.37 32.53% 21.90% 23.8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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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公司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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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并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金额311,922,098.13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金额338,137,258.65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0.00元；

2017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0.00元。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

应收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收款”金额

30,192,183.6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收款”金额

23,105,539.09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

“其他应收款”金额236,001,258.78元；2017年12月31日列

示“其他应收款”金额41,613,832.76元。 

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影响。 

资产负债表中“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影响。 

资产负债表中“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影响。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并入“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金额122,213,287.94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金额128,818,446.54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

58,733.12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金额1,018.70元。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

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

5,586,742.09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

237,133,839.25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

示“其他应付款”金额1,190,634.62元，2017年12月31日列

示“其他应付款”金额231,837,014.84元。 

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增加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2018年度金额78,223,978.93

元、2017年度金额25,588,001.07元，减少合并利润表“管

理费用”2018年度金额78,223,978.93元、2017年度金额

25,588,001.07元。 

增加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2018 年度金额0.00元、

2017年度金额1,791,041.02元，减少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

用”2018 年度金额0.00元、2017年度金额1,791,041.02元。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

16,404,126.16元、“利息收入”金额116,020,481.38元；2017

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384,536.25元，“利息收入”

金额110,200,372.90元；母公司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

中：利息费用”金额8,024,259.46元、“利息收入”金额

67,946,356.89元；2017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

92,216.25元，“利息收入”金额102,327,076.06元。 

    （二）会计估计变更 

    2018年4月2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因合并范围内的各公

司之间的往来一般属于短期资金周转（或者虽然时间较长风险仍可以控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很小，计提的内部坏账准备

不会形成实际损失，公司拟对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公司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准备，自2018年4月23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

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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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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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通过设立方式新增子公司及孙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沈阳光启航空装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沈阳光启航空装备”) 

新设 2018年1月12日 - 100.00 

沈阳光启超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沈阳光启研究院”） 

新设 2018年5月3日 - 100.00 

雄安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雄安光启超材料”） 

新设 2018年1月12日 - 100.00 

保定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定光启”） 

新设 2018年2月5日 10,000,000.00 100.00 

西安光启尖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安尖端装备”） 

新设 2018年7月3日 10,000,000.00 100.00 

西安光启研究院 新设 2018年5月2日 100,000.00 100.00 

深圳中京光启防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中京光启”） 

新设 2018年1月11日 - 50.00 

    2018年1月12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超材料”)出资设立沈阳光启航空装备，

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治亚。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5月3日，沈阳光启航空装备出资设立沈阳光启研究院，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赵治亚。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1月12日，光启超材料出资设立雄安光启超材料，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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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2月5日，光启超材料出资设立保定光启，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人民币6亿元，法定代表人赵治亚。本公司拥

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7月3日，光启超材料出资设立西安尖端装备，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治亚。本

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5月2日，光启超材料发起组建民办非企业单位西安光启研究院，并取得西安市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开办资金人民币1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治亚。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1月11日，本公司、中京华宇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京亚非控股有限公司、中京军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京北科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深圳中京光启，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法定代表人刘若鹏。2018年12月7日，根据

深圳中京光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中京华宇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京亚非控股有限公司、中京北科

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中京光启20%、10%、10%的股权份额转让给中京军融控股有限公司，作价均为人民币1

元，经上述股权转让后，深圳中京光启各股东认缴出资金额及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本公司 5,000 50.00 

中京军融控股有限公司 5,000 50.00 

合计 10,000 100.00 

    根据深圳中京光启的公司章程，深圳中京光启董事会设九名董事，被审计单位有权提名五人，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

经营管理机构设经理一人。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经理和财务总监由被审计单位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被审计单位掌控深圳

中京光启董事会，聘任董事会多数成员，并控制其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18年7月9日，根据本公司之孙公司深圳光启高端装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端装备”)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公

司章程，高端装备原股东光启超材料将其持有的高端装备10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1.00元转让给本公司之孙公司保定光启，

经过上述股权转让，高端装备成为保定光启之全资子公司，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若鹏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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