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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8               证券简称：锦富技术            公告编号：2017-024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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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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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437,0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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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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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富技术 股票代码 3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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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德 陈艳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

西北区 20幢 318室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

西北区 20幢 318室 

传真 0512-62820200 0512-62820200 

电话 0512-62820000 0512-62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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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jinfu@jin-fu.cn jinfu@jin-fu.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导产品为液晶显示模组（LCM和 BLU）、光电显示薄膜器件、检测治具及自动化设备、隔热减震

类制品和精密模切设备等。 

 

行业类别 主要产品 说明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FCT功能治具、MDA压床治具、

ICT真空治具和自动化检测系

统 

测试的性能范围广泛，包括集成电路板的开路与断路、芯片电路的正常运作、各

种电子元器件的正常运作、输入输出端口的有效性、电容液晶屏的有效性等。 

光学光电子元

器件制造 

液晶显示模组 

背光模组

（BLU ） 

背光模组(Back light module)为液晶显示器面板(LCD panel)的关键零组件之一，

由于液晶本身不发光，背光模组之功能即在于供应充足的亮度与分布均匀的光源， 

使其能正常显示影像。 

液晶模组（LCM） 
模组主要分为屏和背光灯组件，两部分被组装在一起，但工作的时候是相互独立

的，是终端产品的显示部分。 

光电显示薄膜

器件 

光学膜片 

光学膜片主要包括反射片、扩散片、棱镜片等，主要用于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

的背光模组中。光学膜片主要利用各种特制材料的光学性能（例如光源的集中反

射、光源的均匀扩散、光源的增亮等）起到增强光源、保证屏幕各区域显示亮度

均一性等作用。 

胶粘类制品 

胶粘类制品主要应用于背光模组和液晶显示模块之中，起到粘接、固定、密封、

防尘、隔音、联线外接等各方面作用，用以取代之前的焊接件、铆钉、螺丝等金

属制品。 

绝缘类制品 
绝缘类制品主要用于各类中、大尺寸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的背光模组和液晶

显示模块中, 可以起到绝缘、降低电磁干扰的作用。 

通用设备制造 精密模切设备 

精密模切设备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正先的主要产品。无锡正先根据国内光电显

示薄膜器件的生产特点自主开发研制了各类精密高速模切机、高精度多层复合机、

精密分切机、专用自动圆刀磨床等先进设备。 

汽车等零配件

制造 
隔热减震类制品 

隔热减震类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泡棉，该类产品可以起到隔热、减震、隔音、衬

垫和密封的作用，现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笔记本电脑、通讯产品、自动化

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厨卫电器等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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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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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973,195,437.16 3,154,191,441.31 -5.74% 2,653,012,08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01,151.42 21,582,475.28 77.00% 70,989,04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832,168.19 -262,207,804.04 -4.34% 67,275,42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2,277.29 334,911,244.66 -97.03% 309,460,41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0.86% 0.85% 5.25%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3,515,829,362.93 3,314,601,973.73 6.07% 3,901,640,60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67,144,070.36 2,226,578,723.62 -11.65% 2,396,641,2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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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50,379.66 609,268,272.73 872,595,348.85 1,032,181,43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14,744.98 -22,232,934.96 37,243,547.89 36,805,28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68,102.64 -24,026,641.98 36,634,075.57 -247,071,49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79,875.19 -105,289,156.63 -70,856,850.50 306,878,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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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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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平 境内自然人 20.35% 97,585,600 73,189,200 质押 87,000,000 

杨小蔚 境内自然人 9.16% 43,900,000 32,925,000 质押 22,500,000 

黄亚福 境内自然人 7.09% 34,010,631 32,937,621 质押 29,000,000 

李季 境内自然人 6.88% 33,000,000 0 质押 33,000,000 

李琳 境内自然人 1.92% 9,190,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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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祥 境内自然人 1.72% 8,256,805 8,234,405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1.52% 7,269,000 0   

杨铮 境内自然人 1.49% 7,140,000 7,140,000 质押 6,17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7,000,0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6,779,9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富国平、杨小蔚夫妇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杨小蔚、杨铮系姐弟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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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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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 年，全球整体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呈现新常态趋势，制造业处在转型与升级阶段。

就消费电子行业而言，受美元升值及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强等因素的影响，2016 年全球消费电子细分品种

的发展并不均衡，整体乏善可陈。据 TrendForce 研究显示，2016 年全球液晶电视出货约 2.2 亿台，年成

长 1.9%；据 IDC 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约 14.7 亿台，相比 2015 年的 14.4 亿台仅增长

了 2.3%；据 Gartner 研究显示，2016年全球 PC 出货量约 2.70亿台，较 2015 年减少 6.2%，而全球平板电

脑出货量约 1.55 亿台，年衰退达 8.3%。 

受全球电子消费市场增速明显放缓及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影响，公司传统主营业务光电显示薄膜器

件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情况欠佳；公司子公司奥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通过开源节流，强化精细化管理，

全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提高；公司子公司迈致科技通过市场开拓使其全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

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7,319.54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5.74%；营业利润-23,630.02 万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14%；利润总额 5,532.0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净利润 3,820.1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7.00%。 

2016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1）通过实施资产收购，探索推动公司战略转型 

近年来，公司通过实施并购重组，业务范围从最初的光电显示薄膜器件加工生产与销售逐步拓展到产

业链下游的背光模组及电子检测治具领域。但随着公司所属电子行业成熟度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

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产品毛利率呈现逐年走低的态势，因此，公司积极优化发展战略，在努力保持公司

原有业务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探索布局新的业务与技术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收购深圳算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算云”）持有

的南通旗云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从而进入 IDC 数据服务领域。云存储与云计算作为未来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根据

中国 IDC 圈数据，2009-2015 年，中国 IDC 市场规模增长了逾 7 倍，年均增长率超过 38.7%。2015 年中国

市场规模达到 518.6 亿元，较 2014年增加 39.3%。其中云计算、大数据业务的发展、互联网客户需求的增

加等因素导致了 IDC 市场规模的快速增加。同时随着物联网、智慧城市建设和第三方平台技术的应用持续

深化，未来云存储与云计算将会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收购深圳算云持有的北京算云 15%股权，从而进入智能

家居业务领域。一方面，智能家居是公司智能显示终端的业务延伸，收购北京算云部分股权将有助于充分

发挥智能家居业务和奥英智能光电显示终端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带动原主业发展。另一方面，鉴于智能

家居市场规模近几年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智能家居市场前景广阔，通过收购北京算云部分股权作

为转型发展的切入点，将有助于公司在该领域的业务开拓和深耕，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2）加强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进步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自主及联合研发，跟踪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取得了一定成果。公司参与的苏州格

瑞丰纳米科技有限公司高质量薄层石墨烯粉体制备及其应用项目进展顺利。其产品在锂电应用方面，正与

多家锂电企业展开合作，产品验证方面进展顺利。苏州格瑞丰的产品研究开发成果得到了市场的初步认可

并获得了新三板挂牌公司江苏宜美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40 万元人民币的增资。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的 CLEARink项目，通过对材料及结构的改善，其所研发的反射式显示产品技术在亮度及对比度方面优于

市场上现有同类产品的相应指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有 183 项专利，其中原始取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126 项，原始取得的发明专利 57

项；公司共有原始取得的软件著作权 20 项。 

3）持续优化客户结构，实现效益最大化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严格把控原材料采购及产成品销售价格，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

销售工作。同时坚持不懈开发新客户，持续优化客户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4）强化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内控管理，规避生产经营风险。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提高预算质量与水平，充分

发挥预算作为管理工具在提质增效中的作用；完善业务风险控制制度，建立客户分类评价体系，防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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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强化逾期货款管理，严防新的逾期货款发生，进一步提高资金回笼速度。通过采取以上一系列举措，

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到得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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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模组 1,417,193,919.35 112,057,589.50 7.91% -15.33% 25.98% 48.96% 

光电显示薄膜器件 697,996,716.32 46,882,829.82 6.72% -16.78% -29.71% -15.47% 

检测治具及自动化设备 298,486,043.15 145,437,746.06 48.73% 23.75% 22.71% -0.83% 

精密模切设备 15,523,057.93 3,128,143.81 20.15% -48.53% -69.26% -40.26% 

隔热减震类制品 25,615,495.77 4,936,649.93 19.27% 3.45% 2.6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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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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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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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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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子公司迈致科技出资新台币 3000 万元，在中国台湾桃园成立全资子公司台湾迈致科技有

限公司。  

2）本期公司子公司迈致科技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在昆山成立全资子公司昆山迈致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 

3）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赫欧出资美元 100万元，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全资子公司 JINFU TECHNOLOGY 

LLC。  

4）本期公司以人民币 5000 万元对价，收购南通旗云 100%股权。数标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南通旗云全资子公司，一并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5）本期公司子公司迈致科技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收购深圳汇准科技有限公司，迈致科技

持有深圳汇准 51%股权。 

6）本期处置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喜博所持上海煦冠 70%股权。 

7）本期处置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硕特 100%股权。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富国平 

                                                                2017 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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