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5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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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82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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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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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陈涛 李陈涛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38 号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38 号 

电话 0575-87061113 0575-87061113 

电子信箱 roshow@roshowtech.com roshow@roshow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漆包线、机电和蓝宝石的生产、销售，并通过收购浙江中科正方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业务。 

1、漆包线业务。漆包线是一种涂覆固化树脂绝缘的导电金属电线，用于绕制电工产品的线圈以实现

电磁能的转换，属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公司主要生产耐高温铜芯漆包线、微细铜芯电子线材和耐高温铝

芯漆包线三大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工具、电机、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等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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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电业务。机电业务主要包括新能源电机、涡轮增压器、蓝宝石晶体炉等机电产品。节能电机主

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

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

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

域。蓝宝石晶体生长炉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人工蓝宝石长晶设备，大尺寸和智能型是该设备的发展方向，

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多种型号的长晶炉设计、生产、应用经验。 

3、蓝宝石业务。蓝宝石是一种集优良光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于一体的独特晶体，具有强度

高、硬度大等优秀特性，广泛应用于LED衬底材料、电子消费品、光学元件等领域，具体应用在LED、智

能手表表面、智能手机HOME键和摄像头盖板等 

4、新能源汽车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燃油车整车CAN总线控制系统、新能源车整车CAN总线控制系统、

车用模块（BCM、温控）、数字仪表、TFT液晶显示数字仪表（含视频、控制）、柴油发动机尾气后处理

系统（EGR）、发动机的远程诊断和控制系统等，应用于小车、卡车、客车、工程机械等全领域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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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39,577.3 177,034.57 -21.16% 271,28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6.35 8,320.39 -22.16% -5,3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1.98 4,134.5 43.72% -4,57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47.83 42,351.94 -169.30% 25,10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6 -33.82% -0.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6 -33.82% -0.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8.83% -5.46% -5.6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30,041.89 186,289.56 77.17% 228,5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024.83 92,838.71 144.54% 91,630.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264.16 35,440.17 31,691.45 44,18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99 3,313.78 1,015.29 1,63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0.5 2,821.34 809.71 1,85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6.73 -3,866.07 10,643.6 -25,9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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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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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7% 277,548,712 12,287,512 质押 220,492,430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5.55% 40,800,000 0 质押 26,800,000 

李伯英 境内自然人 4.86% 35,700,000 0 质押 34,000,00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4.15% 30,508,948 22,881,711 质押 30,508,948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91% 28,723,845 0   

李国千 境内自然人 3.41% 25,030,800 0 质押 17,300,000 

安信基金-浦发

银行-安信基金

共赢 1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7% 12,281,919 12,281,919   

鹏华资产-工商

银行-鹏华资产

圆融 3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7% 12,281,919 12,281,919   

诺安基金-兴业

证券-南京双安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67% 12,281,917 12,281,917   

安信基金-浦发

银行-安信基金

共赢 10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7% 12,281,917 12,281,9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第 4 名、第 6 名股东为关联联系人。2、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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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是进入了“寒冬”，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制造业困难和市场低迷已经成为

新常态。但公司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奋斗下，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以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良好态度，顺

利完成了 2016 年的各项既定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577.30万元，比上年同期177034.57万元下降21.16%；实现净利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6476.35万元，比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8,320.39万元减少22.1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积极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压缩了毛利率较低的铜芯漆包线业务，适当发展毛利率

较高的铝芯漆包线业务，大力发展附加值的机电业务，积极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挺进。2016年公司完成了收

购浙江中科正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完善了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战略布局。 

2、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结构和管理制度，梳理了内部管理流程，强化了审计

部门的职能，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加强技术研发工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公司发展的原动力。报告内，公司成功研发了多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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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漆包线、节能电机和涡轮增压器产品，部分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4、优化管理团队。报告期内，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的人才工作，完善考核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

积极性，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5、提高质量控制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实施TS16949、ISO9001等质量体系，同时运用各种

质量工具，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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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包线 1,182,197,873.27 120,381,960.35 10.18% 8.19% 79.48% 4.04% 

机电 145,070,993.11 28,405,777.36 19.58% 7.61% 5.45% -0.40% 

晶片 15,022,590.92 -7,014,396.88 -46.69% -76.74% -221.69% -55.62% 

汽车配件 40,526,593.62 13,493,174.04 33.29%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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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577.30万元，比上年同期177,034.57万元下降21.16%，主要是因传统光电设备销售减少，导

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76.35万元，比上年同期8,320.39万元下降22.16%，是因前一报告

期公司及子公司老厂区土地“退二进三”净收入较多的影响报致。本报告期本公司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销售业务为公司

新增加了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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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

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

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

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此变更影响”管理费用“与“税金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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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列报，不影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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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系公司于2016年9月设立全资子公司顺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故2016年9

月起将顺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2. 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6年9月9日，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支付现金收购浙江中科正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收购浙江正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中科正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

2016年9月13日支付了78.94%的收购款，2016年9月30日，公司完成了中科正方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自2016年9月30日将该公司以及业务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其现金流量纳入

合并现金流量表。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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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877.20% 至 1,094.35%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500 至 5,5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6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年第一季度预计传统行业+新型产业的双轮驱动效应体现。 

为顺应公司产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公司目前己完成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正昀”）收购审批工作、并正在积极推收购江苏鼎

阳绿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绿能”）100%股权的项目。 

本次收购项目交易全部完成后，新能源汽车业务，光伏电站的投资、安装

和运营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盈利的重要增长点。 

截止公告日，上海正昀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上海正昀与鼎阳绿能能否

在一季度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报表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业绩预计不包

括上海正昀和鼎阳绿能的一季度业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永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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