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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9                           证券简称：精准信息                           公告编号：2019-014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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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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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

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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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64,2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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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信息 股票代码 3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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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洪伟 陈焕超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

路以北 

传真 0538-8926202 0538-892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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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38-8926155 0538-8926155 

电子信箱 chw600157@163.com chen1934191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军工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军工方面的业务主要是从事导弹制导系统、精密光学系统等军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截至报告期

末，导弹制导系统方面的主要产品包括手持式导弹制导系统（用于单兵或兵组作战）和移动式导弹制导系

统（用于装甲车导弹作战）。精密光学系统产品主要是公司利用全球顶尖设备和技术加工的光学镜头等配

件，用于小型卫星、远洋考察船及军用舰船和航空等方面。以上业务，主要是由公司全资控股的师凯科技

公司承担。 

2、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师凯科技的产品主要为军用，我国从事军工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军方的资质认证，

并进入军方合格供应商名录，师凯科技原材料根据生产需求在合格供应商范围内采购。 

（2）生产模式：军品需求具有计划性和定制化特征，师凯科技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根据客户订单

合理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师凯科技的销售采取直接向客户销售的模式。  

（4）盈利模式：师凯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其制导系统以及相关备件产品销售收入。该销售收

入与生产成本、各项税费之间的差额即为师凯科技的盈利来源。 

报告期内，师凯科技在完成原有军工产品的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的基础上，继续利用已经掌握的先

进光电技术及高精度光学元器件加工技术，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在军品市场基础上，有序向民用方向

进军，比如民用安防监控、天文监测及医学监测产品和服务等。 

另外 富华宇祺与师凯科技两公司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在军工信息化产品和技术开发方面，根据客

户需求进行定制化产品的开发，已经与多家军工单位有项目立项，同时在自主可控交换机及氢能源电池等

产品上取得较大进展。为公司军工业务产品及服务多样化发展，降低对单一军工产品依赖，进一步做大做

强军工业务奠定了基础。 

（二）煤矿安全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煤矿安全业务方面，公司是煤矿顶板安全业务的龙头企业。主要是为煤矿安全提供监控监测、井下运

输及工程施工相关产品和技术服务等，主要产品包括煤矿顶板监测系统、蓝牙数字压力计等仪器仪表、智

能集成供液系统、井下智能运输系统等。主要用途保障煤矿顶板、采煤机械及相关场所安全，提供安全运

输服务等。 

2、主要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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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模式：有专门的采购供应部，根据生产需求在合格供应商范围内采购。 

（2）生产模式：煤矿安全类及运输产品需求具有计划性和定制化特征，采取“以销定产、以标定产”

的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和中标书合理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煤矿类产品销售主要采取向客户投标，然后进行设备销售、提供安装、技术制导服

务，完成系统建设，最后实现完全销售的模式。  

（4）盈利模式：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煤矿安全、运输类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收入。该等收入与生

产成本、安装费等费用之间的差额即为其盈利来源。 

报告期内，煤矿行业出现周期性复苏，加之国家继续重视安全生产，公司煤矿安全业务进入了较好发

展时期，新产品井下智能安全运输系统实现规模化销售，大大降低了成本费用，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信息通信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通信业务主要以轨道交通通讯业务、能源行业信息业务为主，尝试向军工信息产

品服务及区块链等创新业务拓展。主要产品仍为铁路综合通信系统，包括普列无线通信系统（WIFI）、高

铁综合通信系统（含中心及单车服务器等）、路局综合通信系统、地下无线通信系统等。其主要用途为：

实现普通列车、高铁的无线通讯，实现铁路局的综合通讯调度、交通大数据采集分析、货运定位及矿山井

下无线通信等。 

2、主要经营模式 

（1）原材料、配件采购模式：富华宇祺的产品主要是各种通信系统，系统所需的组成部分一部分需

要向大型基础通信企业采购，一部分自制。 

（2）生产模式：产品需求具有计划性和定制化特征，富华宇祺采取“以销定产、以标定产”的模式，根

据客户订单或标书合理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富华宇祺的销售主要采取向客户投标，然后进行设备销售、提供安装、技术服务，

完成系统建设，最后实现完全销售的模式。  

（4）盈利模式：富华宇祺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其通信系统设备销售、安装技术服务实现收入。该

等收入与设备成本、安装费用等之间的差额即为富华宇祺的盈利来源。 

报告期内，持续投入轨交通讯、自主可控、燃料电池相关新产品的研发和开拓，煤化工领域新增矿用

综合调度系统、人员在线监测系统；轨道交通领域新增高铁三层交换接入设备、高铁专列单车服务器、160

时速列车交换机、高铁屏显控制系统产品、地铁 SIP 服务器、地铁列车专用网关、轨交乘务管理系统；

军工领域开拓军事基地的信息通讯系统建设，新增自主可控交换机、9000 瓦氢能燃料电池、200 瓦便携

式氢能燃料电池；大数据领域新增投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运维支付平台。 

（四）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军工业务板块及煤矿安全板块收入、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但控股子公司富华宇祺由

于受铁路混改（高铁无线通讯招投标体系变化）及中兴事件影响，矿山井下通讯及轨交信息业务部分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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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或暂停，造成该类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度下滑；富华宇祺自 2017 年以来逐步减少或终止部分普通铁路

信息通信、矿山通信等工期长、回款慢、毛利率低的传统业务，转而把重点向军工、大数据等新业务转型，

在自主可控、军用燃料电池、区块链等相关方面，增加研发投入、市场开拓费用。该类费用的投入，导致

富华宇祺出现了所谓的“暂时转型之痛”，2018 年形成较大亏损，另外对富华宇祺计提减值约 1865 万元，

最终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稍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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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46,156,028.97 422,911,717.94 5.50% 230,358,27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453,208.28 101,644,074.39 -4.12% 29,911,89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960,989.32 99,198,541.29 -8.30% 31,231,61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16,785.80 69,851,205.04 -35.84% 98,308,60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6 0.1539 -5.39% 0.04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6 0.1539 -5.39% 0.04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 6.09% -0.48% 3.1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928,271,313.23 1,922,687,119.24 0.29% 1,824,793,4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4,404,404.60 1,727,440,521.82 2.14% 1,655,493,4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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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9,686.21 86,911,108.16 58,695,391.99 273,079,84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2,076.33 19,199,288.32 2,176,279.01 73,165,56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4,850.33 16,491,755.93 322,236.09 72,422,14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19,223.89 81,028,641.06 1,327,384.20 10,579,9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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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28,935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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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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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华 
境内自然

人 
30.44% 203,760,813 152,820,610   

李巍屹 
境内自然

人 
7.08% 47,381,516 47,381,516   

闫相宏 
境内自然

人 
5.78% 38,708,522 0   

李巍岩 
境内自然

人 
2.51% 16,812,796 16,812,796   

李继昌 
境内自然

人 
2.51% 16,812,796 16,812,796   

王敬芝 
境内自然

人 
2.28% 15,284,360 15,284,360   

李新安 
境内自然

人 
2.11% 14,101,087 10,575,815   

李巍峰 
境内自然

人 
0.84% 5,604,266 5,604,266   

田斌 
境内自然

人 
0.78% 5,249,448 3,937,086 质押 5,249,447 

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4,400,9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股东李新安是王晶华的丈夫的妹夫。 

2、股东李巍屹与股东李巍岩、股东李巍峰为兄弟关系，股东李继昌与股东李巍屹、股东李

巍岩和股东李巍峰为父子关系，股东王敬芝与股东李巍屹、股东李巍岩和股东李巍峰为母

子关系，按照《收购管理办法》，构成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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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于军工业务、煤矿安全业务、信息通信业务，巩固和强化三大业务在各自行业领

域的优势和市场地位，保持公司经营业务“三驾马车”拉动的格局不变，加快了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力

度，部分新业务、新产品实现小规模化运营和销售，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依托集团化管理，强化了各子公

司、各业务板块深度整合及协同，推进了管理体系升级、运行效率提升、企业品牌建设、人才梯队搭建等

各项工作，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615.6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745.3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1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1、公司军工业务板块业绩实现较大增长 

师凯科技公司是公司军工业务的主要承担者，所生产的导弹制导系统产品已经列装部队多年，具有质

量稳定、成熟可靠的优势。报告期内，随着国家对军工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公司军品订单量增加，已经

完成技改换代定型的小型手持式制导系统继续放量，加之移动式制导系统产品需求增加，从而实现销售收

入增长。 

2018 年度，师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0610.6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65%；实现净利润 10,112.1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9.21%。 

在军工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另一个可喜的成果是，母公司与师凯科技和富华宇祺业务协作越来越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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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发挥了各自优势。特别是师凯科技和富华宇祺在军民融合方面，进行市场营销、资源整合、技术产

品开发、招投标等多方面合作，比如在军事基地通信系统建设，自主可控交换机研制、军用新能源电池等

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母公司基于资金优势和精密制造优势，也对军工新产品的试制及军工项目的投标

给予较大支持。未来，围绕军工业务，以上三方再加上公司的军工基金及所投企业，将会在更高层面、更

大范围内进行更为高效的协同，对军工业务的发展壮大，业绩的继续增加，巩固在公司经营中主导地位奠

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煤矿安全板块业务抓住行业复苏机会，提升业绩 

煤矿安全板块业务是公司的起家业务，生产经营较为成熟。受制于行业周期性特点，前几年经营业绩

一直下滑。2018 年随着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基本完成，煤炭行业逐步进入周期性复苏阶段。公司抓住当

前行业形势好转的机遇，充分发挥在煤矿顶板安全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扩大生产和销售，进一步降本降费，

经营业绩得以较大提升：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8058.64 万元；同比增长 46.68%；实现净利润 3600.59 万

元；同比增长 17.21% ，继续保持了行业领先地位。 

另外，公司花费较大超募资金所投资建设的煤矿智能安全运输系统，经过几年的艰苦耕耘，在 2017

年基础上继续取得较多订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211.73 万元，为公司业绩做出了贡献。 

3、信息通信业务板块新业务、新产品取得突破 

北京富华宇祺公司主要承担公司的信息通信业务板块，2018 年对其来讲，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几年来

首次出现亏损：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570.57 万元，实现净利润-2,688.42 万元。 

造成富华宇祺亏损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由于受铁路混改（高铁无线通讯招投标体系变化）及

中兴事件影响，矿山井下通讯及轨交信息业务部分订单延迟或暂停，造成该类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度下滑；

（2）富华宇祺决定自 2017 年以来逐步减少或终止部分普通铁路信息通信、矿山通信等工期长、回款慢、

毛利率低的传统业务；（3）富华宇祺根据公司新的发展转型战略，向军工、大数据等新业务转型，在自主

可控、军用燃料电池、区块链等相关方面，增加了较大研发投入、市场开拓费用。该类费用的投入，导致

富华宇祺出现了所谓的“暂时转型之痛”。 

但是，信息业务板块 2018 年在新业务、新产品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包括军工信息化方面，特

别是军事基地通信系统技术研发已经完成，并与潜在客户进行了沟通，符合要求，未来将有能力参加投标；

区块链业务取得新的订单，正在开发新客户；氢燃料电池已经试销，并具备量产能力；高质量低成本的高

铁屏显控制系统产品即将上车应用等。这将有利于该板块的未来发展壮大。 

4、军民融合产业基金进展顺利，投资项目实现保值增值 

公司参与设立的西安军民融合产业基金抓住“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秉持“广泛建立军

工体系联系、深入参与军工院所改制、重点投资军民融合企业”的投资原则，专注于武器装备系统和军工

信息化等领域投资，加大了对项目的考察投资力度。报告期内，完成了奥扬科技及湖滨电器等 2 个项目的

投资，合计完成 4 个项目的投资，并对被投企业进行跟踪关注，对部分企业提供了财务、业务、资源、管

理等方面的投后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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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投项目均进展顺利，有项目实现了产品的军品装备订货，有项目引进了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实现

了短期内估值增加。 

5、优化组织机构，实现集团化管理 

完成上市公司传统煤矿安全业务下沉至子公司工作，实施集团化管理模式，实现公司运作的深度协同、

高效管控、顺畅运行。上市公司拥有 6 家控股或全资子公司，一个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垂直管理效率进一

步提高，有效降低因业务整合、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2018 年，公司改选了部分董事会成员，聘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为公司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领导基础，此举将有利于集团化管理模式的推行。 

6、继续重视研发创新，提升公司技术实力 

公司及子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自主研发为先导，高度重视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和自身研发实力

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省级工

程研发中心等一批高水平技术研发支撑平台，稳步推动一系列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强化产学研一体合作，

继续与多处高校院所深入展开合作，为公司各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7、完成限制性股票首次解除限售，增强公司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172 名激励对象所持 350.6 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上述激励对象涵

盖了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核心骨干人员。有效提升了公司人才的稳定性，激发了公

司管理团队和核心人才的动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有利于公司吸引和保留优秀的管理、技术、

业务人员，进一步激发公司创新活力，增强公司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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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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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工产品 205,679,977.79 89,280,734.52 43.41% 28.39% 6.27% -9.03% 

煤矿顶板安全

监测系统及相

关仪器仪表等

产品 

174,749,010.96 109,353,447.41 62.58% 48.91% 43.28% -2.46% 

轨道交通信息

化产品及服务 
65,727,040.22 28,524,300.67 43.40% -54.78% -54.21%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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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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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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 

（2）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列表，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2018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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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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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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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增加一个全资子公司：尤洛卡（广东）精准信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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