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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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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666,66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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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立科技 股票代码 0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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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奇 包莉清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电话 0571-86695638 0571-86695649 

电子信箱 fanqi@dali-tech.com baoliqing@dali-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的主要业务涵盖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红外热像仪及以其他光电系

统和巡检机器人等三大领域。 

公司是国内少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独立研发、生产热成像技术相关核心器件、

机芯组件到整机系统全产业链完整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民用

红外热像仪生产厂商之一,是国内红外行业中首家上市公司，是军用红外非制冷探测器定点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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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承制单位。公司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完备资质，是国家二级保密资格单位。 

1、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领域 

公司具有批产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的能力，拥有国内唯一的军品非制冷焦平面红外

探测器（非晶硅）产业化基地。现已形成35um/25um/17um/15um等系列型谱产品批产能力，

在“十二五”、“十三五”两期核高基专项的支持下，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大幅提升，巩固了国内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领域领导者的地位。 

2、红外热像仪及以其他光电系统领域 

公司是红外热成像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电力、

石化、安防、科研等行业。 

在民品领域，公司除巩固在电力、石化行业的传统优势地位，还积极开拓在个人消费、

自动驾驶、检验检疫、环境监测等民用领域的应用，努力实现低成本应用。 

在军品领域，公司不断拓展在各军兵种装备的应用，紧贴实战需求，实现在夜视侦察、

火控瞄准及光电对抗等多领域提供产品，近年还成功拓展了光电惯导领域，军品应用已涵盖

各军兵种及武警部队。 

3、巡检机器人领域 

公司整合在红外监控、光电惯导、图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投入，

成功研发多型巡检机器人，并多次中标国家电网机器人招标采购。公司还积极利用电力行业

市场资源，不断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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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23,523,148.45 301,518,066.32 301,518,066.32 40.46% 339,408,204.42 339,408,20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878,350.68 30,160,628.28 30,160,628.28 81.95% 33,108,662.44 33,108,66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27,402.94 7,856,219.28 7,856,219.28 389.13% -7,913,448.40 -7,913,44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128,768.35 22,533,785.46 27,599,585.46 114.24% 35,490,046.75 35,490,04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0.07 71.43% 0.07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0.07 71.43% 0.0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3.06% 3.06% 2.34% 3.43% 3.4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453,611,412.

95 

1,427,459,553.

76 

1,427,459,553.

76 
1.83% 

1,249,674,560.

38 

1,249,674,560.

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1,038,887,003. 995,397,258.18 995,397,258.18 4.37% 976,703,296.55 976,703,2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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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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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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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56,36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1,423,574.27 

应收账款 402,867,214.27 

应收利息 132,493.15 

其他应收款 17,830,902.68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698,409.53 

固定资产 92,811,157.49 
固定资产 92,811,157.4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85,615,449.37 
在建工程 185,615,449.37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107,075.51 

应付账款 67,107,075.51 

应付利息 421,208.75 

其他应付款 3,380,184.2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958,975.5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1,886,702.40 

专项应付款 1,886,702.40 

管理费用 94,051,180.83 
管理费用 42,941,066.43 

研发费用 51,110,114.4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注] 
48,055,399.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3,121,199.6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注] 
5,065,8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5,065,8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

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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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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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3,428.08 100,762,490.68 143,583,694.87 126,133,53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4,144.48 18,720,080.40 11,853,643.00 22,250,48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6,643.08 14,315,682.34 10,122,025.47 14,936,33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7,065.02 -20,982,700.60 37,629,636.24 45,588,8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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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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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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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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惠民 境内自然人 29.10% 133,465,904 100,099,428 质押 109,600,000 

章佳欢 境内自然人 2.38% 10,924,400  质押 3,800,000 

航天科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7,000,000    

中国中投－杭

州银行－金中

投大立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6,220,040    

陈红强 境内自然人 0.67% 3,075,000    

阎喜魁 境内自然人 0.48% 2,191,588    

姜滨 境内自然人 0.47% 2,150,900    

韦明芳 境内自然人 0.39% 1,802,512    

刘远军 境内自然人 0.38% 1,730,30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1,70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国中投－杭州银行－金中投大立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 7260 万元（万份）,其中优先级 3630 万

元万份，进取级 3630 万份，庞惠民先生持有该计划进取级 150 万元（万份）；庞惠民先生已

完成以自有资金置换金中投大立 1 号优先级份额，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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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技术让客户放心，服务让用户满意”的经营理念，坚持既定的发展

战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拓展市场、强化研发创新，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公司业务总

体平稳发展。本报告期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2,352.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200.51万元，同比增加

40.46%；营业利润6,026.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96.84万元，同比增加80.9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87.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471.77万元，同比增长81.9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42.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57.12万元，同

比增长389.13%。  

2018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较上

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2018年度公司军品订单持续恢复，新完成科研定型相关军品型号，

如期实现批量交付；前期已定型相关军品型号，批产任务恢复，实现批量交付。同时，公司

民品订单也保持了同步高速增长。2018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合计6,292.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181.03万元，同比增长23.11%。其中：“十三五核高基重大专项”和“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

备开发专项”国家专项科研项目合计投入研发费用1,426.60万元，同时，收到并确认计入“其他

收益”的前述两项研发项目经费补助共计1,149.6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严格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

决议，积极开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全力加快创新步伐和团队建设，有力提升了公司的品牌

影响力，保持了公司较为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1、加大技术研发，推进产品升级 

红外热像仪在军用、民用市场的具备较为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但目前相对高昂的价格

限制其市场的普及和应用。在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双重牵引下，红外热像仪技术主要围绕提高

产品性价比、小型化、提供更高集成度产品等方向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新品开发。报告期研发投入6,292.04万元，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14.86%，较上年同期增加1,181.03万元，增长23.11%。在研发项目的持续投入，将

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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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器件领域，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十三五”“核高基”（军口）重大专项项目进展

顺利，已进入正样研制阶段。2018年10月，公司在中国国际安防展上率先发布业内首款200

万像素工业级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是目前国内最大面阵的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预警侦察、安防监控等领域，芯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已领先

国际知名供应商法国ULIS公司同类产品。2018年12月，公司获批承担某两型装备换装自产红

外探测器任务，为推进装备自主可控迈出了坚实一步。公司的宇航级抗辐照探测器产品也已

成功应用于某系列导航卫星等重点工程，实现在轨稳定工作。公司的晶圆级封装探测器研发

取得重要进展，现正不断改进工艺，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封装成本，为热像仪进入消费级

应用提供可能。 

在民用产品领域，公司继续巩固电力、石化等传统领域的行业地位，优化产品结构和成

本，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性价比，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深挖市场需求不断加大新行业的

应用拓展，重点投入自动驾驶、个人消费、巡检机器人等新兴应用领域的产品开发。自动驾

驶领域，公司利用在车载夜视领域的多年积累，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低成本视觉感知方案，

为端到端的自动驾驶规模化应用提供可能；个人消费领域，公司结合旅游消费时尚，积极推

广手持单目热像仪，为户外旅游提供安全保障；巡检机器人领域，结合坚强智能电网需求和

变电站无人化值守的趋势，整合在红外监控、光电惯导、图像识别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

储备和研发投入，目前已开发多款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机器人产品。2018年继续成功新中标

电网机器人招标采购。 

在军用产品领域，2018年随着军改的落地，公司前期多型已定型军品型号生产任务全面

恢复，实现批量交付；多个科研型号任务进展顺利，如期进入批产阶段。公司现有批产型号

持续供货有保障，多个科研型号进展顺利按期进入定型阶段。公司军用红外热像仪及光电系

统已涵盖夜视侦察、火控瞄准及光电对抗等多领域，并成功拓展了光电惯导领域。公司持续

加大军品科研投入力度，保持军品科研项目增长。利用自产核心器件的优势，不断拓展军兵

种应用，并成功推进对已定型装备的核心器件国产化替代相关任务。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和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相结

合，使各方共同关注和分享公司的发展。同时，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依

托现有研发中心，加强与国内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业间的合作，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创新研

发模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全力抓好自主项目创新，以利于优化产品结构，

增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继续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有效性，提升薪酬福利竞争力，建

立完善的培训机制，加大管理人员和员工培训的投入。通过与外部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保证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能够得以保障，大力招聘行业优秀人才加盟，

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相匹配的的人才储备，确保公司进入良性发展循环。 

3、加大市场开发和营销网络建设 

通过参加国内外多行业展会，不断拓宽行业应用，并为新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构建

多层次营销网络，开通网商渠道，积极推广车载夜视、个人消费热像仪、巡检机器人等新产

品。公司持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和覆盖网络，为用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公司不断完善和

推进经营管理策略，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发挥公司产品在技术、性能、质量和成本等方面的

优势，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公司着力提高品牌的市

场知名度和用户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4、产业化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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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二期厂房建设进展顺利，虽然前期因涉及原有建设用地容积率、规划调

整等问题导致进度较计划延迟，公司努力克服各方面困难，现已进入全面装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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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热像仪产品 394,046,953.04 192,251,898.73 48.79% 61.20% 55.07% -1.93% 

巡检机器人 22,429,051.67 15,069,378.04 67.19% -51.43% -49.6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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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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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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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56,36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451,423,574.27 

应收账款 402,867,214.27 

应收利息 132,493.15 其他应收款 17,830,902.68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698,409.53 

固定资产 92,811,157.49 固定资产 92,811,157.4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85,615,449.37 在建工程 185,615,449.37 

工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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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67,107,075.51 

应付账款 67,107,075.51 

应付利息 421,208.75 其他应付款 3,380,184.2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958,975.5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1,886,702.40 

专项应付款 1,886,702.40 

管理费用 94,051,180.83 管理费用 42,941,066.43 

研发费用 51,110,114.4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48,055,399.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3,121,199.6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5,065,8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5,065,8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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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50.00% 至 50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129.76 至 1,232.46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05.4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主要变动原因是：新完成科研定型相关军品型号，如期实现批量交付；

前期已定型相关军品型号，批产任务恢复，实现批量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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