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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0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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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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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洁科技 股票代码 0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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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玉燕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8 号  

电话 0512-66316043  

电子信箱 zhengquan@anjies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为智能手机、台式电脑及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产品等中高端消费电子产品提供精

密功能性器件生产和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参与客户最终产品的前期研发，为客户提供选材、设计、试制和批量生产的综合解

决方案，已经与国际和国内多家品牌客户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公司

与客户的共同成长。公司凭借在细分行业内多年累积的生产研发经验，不断扩展产品类型，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电子精密功能

性器件和精密金属零件。 

公司从事消费电子精密功能性器件产品系列包括：粘贴类、绝缘类、缓冲类、屏蔽类、遮光类、散热类、导电类和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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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膜等内部功能性器件，及装饰类、触控面板、视窗防护玻璃等外部功能性器件。公司生产的消费电子精密功能性器件主要

为智能手机、台式及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穿戴和智能家居产品等消费电子产品提供配套精密功能件。由于公司研发

能力较强，并随着与客户战略合作关系的保持和深化，公司配套的精密功能件数量和类型也是在不断增加。2016年，公司成

功开发新能源汽车业务、国内客户的手机智能产品等领域。 

公司不断增强研发和制造实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模具开发和设备运用经验，其掌握的多项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精

密制造实力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并在消费电子世界顶级企业的供应链中长期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份额。 

公司通过ISO/TS16949:2009汽车业供方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公司也将精密功能性器件的运用范围不断拓宽，目前公司业

务已经不局限于消费电子，已经在为新能源汽车提供配套的精密功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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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827,662,448.93 1,880,430,516.44 -2.81% 731,300,61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109,169.17 307,044,851.54 26.08% 126,180,76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040,113.86 293,441,943.73 22.70% 103,889,04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057,136.01 234,717,598.14 141.59% 197,888,68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82 21.95%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82 21.9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9% 21.42% -6.03% 9.9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256,074,006.10 3,087,688,865.82 5.45% 2,335,277,4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89,466,488.30 2,321,783,069.35 11.53% 1,280,003,8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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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50,368.02 381,345,842.31 536,647,616.14 480,518,62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11,636.56 55,909,260.21 125,447,745.52 120,040,52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740,045.84 57,168,314.84 125,018,330.86 97,113,42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809,378.70 82,273,656.68 80,279,452.78 152,694,6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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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20,80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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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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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莉 境内自然人 35.18% 136,780,476 102,966,132   

王春生 境内自然人 25.00% 97,200,000 72,9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3,000,000 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2,938,019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2,850,643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稳健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2,064,666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1,872,013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1,856,5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策

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1,800,04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1,778,4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吕莉夫妇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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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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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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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专注于中高端消费电子产品的精密功能性器件的研发与生产，目前已经在智能手机、台式及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产品中精密功能性器件方面占据行业领先地位。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

台式及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和虚拟现实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更加普及，产品性能和外观的

快速更新换代进一步促进了消费者需求的增长。 

2016年度，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把握行业机遇，进一步深化落实公司产品及客户结构优化，公司对外加大对核心客

户的开发、服务力度，对内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成本，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在公司营业收入小幅下降的同时净利润实现

26.86%的增长。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7,662,448.93元,较上年同期略下降2.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109,169.17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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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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类电脑及通

讯产品 
1,013,513,535.52 392,308,945.49 38.71% -11.98% -9.95% 0.88% 

信息存储及汽车

电子产品 
773,051,391.92 233,167,500.91 30.16% 11.69% 44.00%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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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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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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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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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8,571.16 至 11,142.51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571.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公司产品订单持续稳定增长，随着公司研发持续投入，效益显著，提

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加大了对内部费用的管控，使得报告期内

公司盈利能力保持增长。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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