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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0                           证券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4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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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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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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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2,674,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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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科技 股票代码 0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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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汉君 杨涛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 180 号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 180 号 

电话 0577-61666333 0577-61666333 

电子信箱 ir@dianguang.com ir@diangu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坚持“夯实主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公司主要从事专用设备制造和教育培训两大类。其中专用设备制造板块分

两块，一块是开展矿用防爆电器设备，矿用防爆监测监控设备，矿用应急救援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生产的

防爆电器产品主要用于煤矿领域，此外部分用于石油、化工等生产企业。另外一块公司电力专用设备制造板块主要从事国家

电网、电力等领域的智能计量设备、各大系列电表箱、低压配电柜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经营的教育产业，主要从事国际教育培训、国际教育课程研发、出国留学服务以及中高端早幼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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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本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进行经营活动。本公司坚

持由科技服务、产品研制、销售、品牌、售后服务的 

营销模式一体化。通过科技创新，主动为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优质服务，提升价值创造水平，形成互利互惠、利益兼

顾的新型经营模式。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自生的综合竞争力。 

     1、公司按照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制定了规范的采购流程。由研发部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参数，物

控部通过多方询价形式采购，质管部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保证采购原材料符合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要求。公司制定了

供应商管理制度，从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淘汰上都有相应的管理标准。 

     2、生产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根据销售情况公司采用计划式与订单式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合理安排

生产。 

     3、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通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销售体系。公司营销中心下设办公室、

策划部、市场部、业务部、服务部，五个部门在整体市场运作中分管各自不同的职能，同时在具体项目运作中又互相协助，

其职能涵盖了市场培育、业务发展、销售服务等范畴，共同协作保证销售与可持续发展。 

     4、公司教育培训业务都是以公司直营经营模式开展，公司投资规划了中高端早幼教、国际教育培训、留学服务、海外

学校的国际化教育为一体的产业链。在把优质的国际化教育引入的同时，将中国的教育推广国外，实现真正的国际教育相互

融通。未来将通过全球化战略合作，国际学生、教师交换以及海外分校设立，在国内直接投资，品牌加盟授权或者合作办学

等方式发展国际教育培训业务。 

     三、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和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煤炭企业盈利能力增强，煤炭生产投资加速，配套生产产品的更新加

快，促使煤炭配套设备生产企业的业务增长。2018年虽然我国经济经历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整体上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

展趋势，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石油、化工、煤炭等相关行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

直较好，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增长。同时，煤炭、石油、化工行业对安全生产和生产效率越来越重视，国家对安全生产的监

控力度越来越强，促使对防爆电器产品的需求保持增长。 

     2、公司在防爆电器行业深耕几十载，对行业的发展规律特性相对了解，公司生产的产品种类齐全，品种多样，技术领

先，在矿用防爆电器领域保持多年的龙头地位。 

     3、公司教育产业尚处于初期发展时期，教育产业受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小，但受政策影响较大。目前公司的教育

产业发展还属于初步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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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970,243.46 811,610,830.73 15.69% 618,488,78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69,576.97 56,091,993.42 1.92% 38,536,2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39,459.58 58,175,814.55 -4.36% 29,739,90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71,119.95 61,696,673.55 -32.94% 86,146,56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3% 6.44% -0.21% 4.6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29,908,009.93 1,571,101,564.73 10.11% 1,434,667,34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1,957,204.96 896,081,217.99 5.12% 848,056,0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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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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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1,266,894.56 215,049,379.88 276,350,463.70 296,303,50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18,952.41 20,647,481.14 20,581,508.66 8,121,63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64,731.87 18,969,420.69 20,134,673.38 9,070,63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26,632.46 7,477,459.05 45,507,629.70 15,312,6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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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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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14% 165,000,000 0 质押 27,000,000 

石向才 境内自然人 5.62% 18,150,000 13,612,500   

石碎标 境内自然人 4.77% 15,400,000 11,550,000   

石志微 境内自然人 2.56% 8,250,000    

石晓霞 境内自然人 1.01% 3,250,000 2,887,500   

高利民 境内自然人 0.72% 2,315,000  质押 2,140,100 

朱丹 境内自然人 0.64% 2,062,500 2,062,500   

施隆 境内自然人 0.64% 2,062,500 2,062,500   

胡燕炯 境内自然人 0.58% 1,872,500    

彭威翔 境内自然人 0.56% 1,807,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电光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石碎标、石向才、石志微、石晓霞、朱丹

和施隆，是公司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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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煤炭行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煤炭生产企业的

效益持续好转，公司主营防爆电器业务发展良好。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全面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持续拓展市场领域，坚持科技为基础、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稳健推进转型升级，着力

化解经营风险，不断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公司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1、“夯实主业、双轮驱动”发展不动摇 

     公司坚持“夯实主业、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报告期内，专备用设制造板块得到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公司的整体优势，

加强公司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市场产品、服务的对接。公司加强防爆电器产品的营销，注重产品的毛利率，报告期内，

防爆电器产品营收61,991.83万元，实现净利润 5,558.40万，比去年分别增长17.24% 和14.02%  2018年公司教育产业进一步

稳步发展，公司在对已有的教育子公司加强管理和扶持，早幼教业务实现了全年的业绩目标，国际教育培训业务取得重大的

突破，公司拟投资了英国阿德科特和米德尔顿两所学校，交易正在进展中，并建成投入运行了上海阿德科特学校。报告期内，

教育培训实现营收11,552.67万元，比去年增长38.50% ，实现净利润1,483.23万元。 

     2、加强管理、加大对子公司的发展的支持 

     2018年，公司对各个子公司加强管理，加大对子公司的支持。报告期内，电光上海和电光宿州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特

别对子公司研发以及新产品的推广给了更多的支持，公司从内部考核管理、员工激励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激发了子公司

的活力与动力。对教育子公司，公司成立的教育管理团队根据各个子公司业务情况以及子公司的现状进行深入管理。进一步

规范了教育子公司的内部管理，审批权限等，资金上支持教育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产业并购。 

     3、控制成本费用，提升利润能力 

     公司对内以全面预绩效为龙头狠抓成本控制和费用支出，对外大力推动去库存、清应收工作，资本运营效率不断提升。

在成本费用控制方面，进一步明确管控指标，强化考核管理，加大对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控。2018年公司在营业收入增长的

同时，应收账款没有大幅增长，占总资产的比例降低了。 

     4、加大研发投入，注重人才培养 

     2018年公司研发投入3,932.85万元，比上年增长11.27%，报告期内，公司共取得各项专利24项以及20项软件著作权，公

司，上海电光，雅力培训先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核。同时公司加强对核心人才的培养，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以及福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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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特别是教育板块，随着上海阿德科特学校的投入使用，对高级教师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较大的投入。 

   5、防范各种风险、稳步转型发展 

   2018年，是资本市场发展艰苦之年，也是教育发展转型困难之年。这一年资本市场较为低迷，企业的融资能力变差，各

类政策出台对教育资本化发展受到了限制，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充分考虑到这些风险，对主营业务和教育业务分别做了调整。

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目标，2018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3,897.02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16.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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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起动器类 120,307,086.39 81,575,690.25 32.19% 97.13% 107.25% -3.31% 

高低压馈电开关

类 
96,344,519.45 66,519,413.10 30.96% 94.62% 107.14% -4.18% 

变电站类 81,978,671.16 52,033,190.76 36.53% 122.78% 128.57% -1.61% 

其他产品 188,212,865.30 124,557,665.45 33.82% 8.42% 5.30% 1.96% 

教育培训与留学

服务 
83,410,209.18 27,255,830.43 67.32% 222.93% 410.67% -12.01% 

电力设备 198,829,617.22 142,569,395.94 28.30% -21.21% -17.1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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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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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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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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26,746,651.8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24,556,497.03 

应收账款 497,809,845.22 

应付票据 14,050,025.9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9,784,980.93 

应付账款 105,734,954.97 

应付利息 460,840.98 其他应付款 61,016,679.53 

其他应付款 60,555,838.55 

管理费用 93,172,696.69 管理费用 57,828,808.51 

研发费用 35,343,888.18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

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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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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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增加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慧诺文化公司 2018年7月23日 1,020,000.00 51.00 现金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宝囡托育公司 设立 2018年7月 1,000,000.00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雅力福建公司 工商注销 2018年10月  104,106.62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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