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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6                            证券简称：久之洋                            公告编号：2019-012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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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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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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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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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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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之洋 股票代码 3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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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磊 杨岸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 9 号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 9 号 

传真 027-59601202 027-59601202 

电话 027-59601200 027-59601200 

电子信箱 market@hbjir.com 343484330@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五大上市公司之一，是一家依托国防科研、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一直专注于红外技术、激光技术、光学工程、光学元件制造技术等领域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具有保密、质量、

装备承制资格、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等资质。目前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光电科技产业化专家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

位、中国光电子协会红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湖北省光学学会常务理事单位、湖北省激光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公司所研制的产品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包括多种类的非制冷红外热像仪、制冷红外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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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二类是激光测距仪系列产品，包括通用性激光测距组件、手持激光测距仪等；第三类是融合上述两类技术，根据用户

需求定制的红外/激光组合系列产品。公司其他产品例如光学系统、红外成像组件以及激光器等产品均为上述系列产品的配

套组件或重要构件。 

     公司上述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是典型的军民两用产品。在军用方面，主要用于昼夜监视、情报获取、目标探测、观瞄、

测距等；在民用领域，主要应用于海洋监察、维权执法、安防监控、森林防火监控、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搜索救援、

电力巡线、工业检测、检验检疫以及辅助驾驶等领域。 

     公司行业发展等情况在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进行阐述，详见年度报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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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991,188.49 311,153,016.49 50.08% 473,196,46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71,981.68 44,541,963.73 2.76% 140,932,02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85,868.33 37,513,838.63 17.52% 128,919,33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37,315.48 -127,091,222.90 136.46% 92,987,40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7 2.70% 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7 2.70% 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3.84% 0.03% 16.9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75,442,582.60 1,281,920,074.56 7.30% 1,375,320,68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0,187,476.67 1,167,735,494.99 2.78% 1,166,393,5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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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48,331.99 116,599,705.75 106,066,207.95 165,576,94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6,438.04 14,483,459.59 1,363,802.21 22,848,28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41,103.10 14,198,134.47 401,201.51 22,445,42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2,832.29 -27,422,717.47 3,378,412.00 66,158,7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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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1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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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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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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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光电技术

研究所 
国有法人 58.25% 69,900,000 69,900,000   

北京派鑫科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5% 17,100,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50% 3,000,000 3,000,000   

张舟 境内自然人 0.49% 586,407    

王建梅 境内自然人 0.29% 350,000    

王瑞琦 境内自然人 0.23% 276,554    

陈卫清 境内自然人 0.21% 250,000    

邵强 境内自然人 0.20% 241,500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17% 207,100    

#邱为碧 境内自然人 0.17% 20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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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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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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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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在董事会和党委的科学规划和决策下，继续优化整合组织架构，规范完善内控

体系，重塑市场经营构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1、经营业绩稳中有增 

按照“立足军品、辐射民品；立足国内、辐射海外”的经营方针，公司按市场领域进一步优化细分市场经营队伍，整合市

场资源，在继续保持传统领域领先态势下，多个新领域实现突破，市场拓展呈现多头并举的良好态势。2018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466,991,188.49元，实现营业利润44,338,643.49元，实现利润总额45,758,026.96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771,981.68元。 

    2、强化技术创新引领 

2018年，公司调整了技术创新战略，以“形成一个体系、发展两大能力、聚焦三大方向，实现八大突破”为主线，引领公

司技术创新，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组建前沿技术创新团队，推行专业技术开发和项目研制的矩阵式研发

管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共同发力，助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18年，公司共计支出研发费用7,026.62万元，同比增长17.28%。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19项、软件著作权1项，

申请并已经专利局受理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11项，外观设计1项。2018年度，公司成为湖北省激光行业

协会理事单位，并被授予湖北省2018年度“最具竞争力激光企业奖”及“军民融合优秀激光企业奖”。 

     3、扎实推进资本运作 

2018年，公司变更募集资金2.2亿元收购武汉华中天经通视科技有限公司光学星体跟踪器资产包。公司是结合项目实施

情况、业务发展环境，综合考虑项目风险与收益等方面之后做出的谨慎决定，是基于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合

理决策，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实施，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

的资本回报率和股东价值。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持续深化人力资源建设，逐步构建系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全面激活组织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深化培

训与考核管理体系，形成高端技术人才培训管理模式，以提升初、中级技术人员专业能力。优化新入职员工课程体系和培训

培养体制，建立工程技术人员课程体系，提高员工价值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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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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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热像仪 422,084,211.65 37,548,030.06 29.18% 45.77% -16.60% -7.45% 

激光测距仪 26,732,069.48 4,207,205.98 36.02% 75.58% 32.38%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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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699.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08%，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随军品及其

配套需求的恢复性增长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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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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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

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

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由董事会批准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193,050,623.10元，上期金

额152,170,029.0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32,086,898.64元，上期金

额92,206,326.39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390,693.49元，上期金

额3,314,178.08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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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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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董事会批准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70,266,151.65元，上期金

额59,911,174.85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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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允臧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注销深圳允臧科技有限公司，并授权允臧科技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允臧科技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2018年4月23日，深

圳允臧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注销通知书》，完成注销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允臧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2018-009）和《关于全资子公司注

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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