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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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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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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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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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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79709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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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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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珈伟股份 股票代码 3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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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琼阁 朱婷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099 号中国储能

大厦 33A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

厦 33A 

传真 0755-85224353 0755-85224353 

电话 0755-85224478 0755-85224478 

电子信箱 jw@jiawei.com jw@jiawe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加快对各种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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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太阳能具有安全可靠、无污染、无公害、不受资源限制等独特优势，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成为

世界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始终围绕新能源的开发、应用从未动摇和偏离过。公司成

立初期，率先将太阳能和LED照明结合，在太阳能行业引入了激光切割技术，从而开创了光伏照明这一全新产业。公司收购

华源新能源后，快速切入光伏太阳能电站业务领域，已具备光伏电站EPC业务资质、专业能力、经营经验和光伏电站投资经

营业务能力，配合公司多年来积累的光伏行业技术与经验，加快实现“光伏、照明、光伏+照明”业务齐头并进与协同发展战

略。 

光伏照明和LED方面：公司主要从事于太阳能光伏照明、高效LED光源、太阳能消费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提供

各种LED照明光源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的太阳能草坪灯、室内LED照明产品、智能家居照明等产品多年来在北美的销量均

保持稳定发展，通过各大型商业超市和电子商务的渠道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光伏电站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源新能源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可以开展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出售

等业务活动，且持有200MW的光伏电站，可以开展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出售等业务活动，报告期内华源新能源除并网

电费收入外，EPC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刚并表的国源电力持有100MW的光伏电站，其主要业务为并网电费收入；

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光伏电站投资平台上海珈伟业务稳步增长，在全国各地选取优质电站项目进行开发运营。公司所处太阳能

光伏行业下游，目前本行业发展对政府补贴政策的存在较大的依赖。因此，光伏电站行业会随着各国政策支持力度的变化而

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目前，国内对光伏行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 

石墨烯：公司一向重视研发，注意提升产品的高附加值，控股子公司国创珈伟致力于石墨烯领域的研发及应用，虽目前

尚未有大规模量产和销售，但公司布局较早，目前已完成各类石墨烯产品的制备研发，并申请了多项专利，在公司整体战略

布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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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4,131,906.61 1,902,266,125.90 46.88% 680,145,97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046,824.76 136,915,960.52 129.37% 8,175,28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278,034.38 117,318,729.44 162.77% -14,050,51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877,864.61 143,022,025.03 74.01% -38,880,06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89 0.4849 48.26% 0.03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89 0.4849 48.26% 0.03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10.05% -1.07% 0.9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061,882,456.74 6,476,990,111.20 39.91% 1,384,488,92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24,459,358.44 2,320,161,817.08 95.01% 588,199,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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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80,540.75 896,708,539.20 582,270,868.59 912,371,95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73,470.94 75,910,121.90 86,492,674.71 105,270,55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018,360.71 72,050,286.90 88,158,500.95 102,050,8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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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556,892.90 85,907,483.80 -83,975,702.05 424,502,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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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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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发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8% 124,819,102 124,819,102 质押 124,500,000 

上海储阳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3% 56,900,102 56,900,102 质押 56,900,000 

上海灏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4% 48,842,258 48,842,258 质押 48,842,258 

丁孔贤 境内自然人 8.57% 40,881,825 34,508,381 质押 23,873,400 

奇盛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14% 29,293,925 24,970,444   

腾名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3% 28,293,925 24,970,444   

长信基金－工

商银行－聚富 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15,873,015 15,873,015   

长江证券资管

－交通银行－

长江资管东湖

15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 7,936,508 7,936,508   

程世昌 境内自然人 1.43% 6,8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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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6,1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丁孔贤先生、李雳先生、丁蓓女士 3 名自然人，并作为一致行动人。丁蓓、

李雳为丁孔贤的女儿和女婿；奇盛控股有限公司为李雳全资拥有的香港公司；腾名有限公司

为丁蓓控制的香港公司；上海灏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之一丁孔贤先生的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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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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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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围绕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积极贯彻落实2016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

经营目标。加快实现“光伏、照明、光伏+照明”业务齐头并进与协同发展战略，加大照明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力度，提升EPC

业务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2016年，面对各种新的形势和挑战，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

了业绩提升。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9,413.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88%，实现营业利润 143,521.85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9.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404.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37%。 

光伏电站及电站EPC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国源电力的收购，使公司新增了100兆瓦的优质电站，上述电站并表完成后，加上华源新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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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珈伟持有的220兆瓦光伏电站，公司共拥有320兆瓦已并网的优质电站资源。上述电站中除了上海珈伟持有的正镶白旗20

兆瓦电站目前尚在申请进入国家补贴名录的过程中，其余的300兆瓦均已进入国家光伏电站补贴名录，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

的收入和现金流入，同时优质电站资产也为公司的各种融资需求提供有利的保障。公司陕西定边30兆瓦、辽宁兴城20兆瓦、

江苏金湖振合30兆瓦和黑龙江杜尔伯特10兆瓦电站项目进展顺利，在报告期内，上述四个共计90兆瓦的电站项目都已获得了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需要的相关政府批复文件，目前都已陆续开工，力争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全部完成并网发电。上述几个

光伏电站项目完成后，公司持有电站规模将会进一步增长，为公司带来更多稳定的售电收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源新能源具备电力工程承包三级资质，华源通过自主研发获得了多项专利，且拥有一批行业经验丰富

的技术骨干，公司完成对华源新能源的收购后，EPC业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2015年和2016年，华源新能源实现收入

148,776.44万元和184,843.43万元，分别实现净利润26,162.08万元和34,111.24 万元。2016年收入比2015年增长24.24%，净利

润增长30.38%。2017年，这一快速增长的态势仍将有望继续保持。在华源新能源收入快速增长，盈利能力快速提升的同时，

公司也在进一步协助华源优化业务结构，拓展项目来源，并逐步减少其与单一大股东振发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振发集团是

国内最大的民营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商，在同等条件下，振发能源优先采用华源作为其电站的EPC总包方。振发委托给华源的

项目均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相关定价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不存在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的安排。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华源新业务开发的支持力度，逐步减少与振发集团

之间关联交易的金额和比例。 

LED照明业务：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光伏与LED照明结合的领域精耕细作，已成为该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2016年太阳能草坪灯业务规

模有所增长，其中全新产品线低压草坪灯对美国沃尔玛公司形成规模化销售，并在终端有良好的零售业绩表现，该产品线有

望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与美国沃尔玛公司达成了良好客户关系，并有望在2017-2018年进一步扩大销售

规模。此外，公司特许经营的金霸王产品，自上市以来一直销售良好，客户数量较前期有了一定的增加，对公司整体品牌影

响力及客户粘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公司创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安防壁灯，经过近两年的宣传与推广，在2016年也取得了显著的增长，2016

年同比销售收入增加了391.11%。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进一步加大了对该系列产品的研发投入，智能安防壁灯的换代产品，

以及产品线的横向拓展，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计划于2017年投放市场，有望进一步拓展公司智能家居业务的规模。 

公司LED照明业务的规模稳步发展，业绩整体保持同步增长，报告期内LED照明方面业绩占公司合并总收入的30%。值

得说明的是，从母公司报表来看该业务有轻微的亏损，这主要是由于集团发生的并购费用、财务费用和集团管理等费用目前

都由母公司承担所致。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梳理LED业务的产品线结构，聚焦优势业务与高增长业务。加大了内部资源整合

力度，精简机构人员，发挥协同效应，采用集中采购等方式缩减成本，节约资源，各产品线发挥协同效应，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公司在LED照明行业整体增速放缓，毛利率面临巨大压力的环境下，积极推动业务转型和产品升级换代，不断提升该业

务板块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石墨烯业务： 

公司管理层三年前就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石墨烯产业进行了提前布局，公司一直强调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目前石墨烯

公司主要从事石墨烯应用产品的研发和石墨烯在储能等方面的研究，并与国内知名高校之间展开了深入的合作。目前公司已

完成了石墨烯粉体材料和各种浆料相关制备方法的研究，并申请了相关的专利。报告期内石墨烯公司已基本完成了相关生产

设备的安装调试，已具备大规模产业化生产能力。 

固态储能业务： 

原油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环境污染等能源问题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威胁，而在此背景下，大力

发展新型绿色环保能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锂电池技术的进步和突破，会带动电动车行业、电动工具和大型储备能源的快

速发展。为实现上市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储能领域的新突破，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其在体外培育多年的固态储能技术

与上市公司展开合作，以便加快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应用，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2016年11月，公司在江苏如皋新设了控股

子公司珈伟龙能固态储能科技如皋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等审批手续，相关的工业园建设也在按部就班的

推进，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向市场推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动力锂电池产品。 

资本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国源电力并购项目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同步完成了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准备募投建设的两

个电站项目在报告期内因政策变化和外部原因的影响导致项目推进受阻，如继续推进公司预计已难以达到当初预测的收益水

平，处于谨慎考虑公司未对其投入募集资金。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情况，及时变更了原募集资金使用方案，该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董事会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将会按照新方案加快推进新的电站项

目，预计2017年上半年本次变更的新的电站项目就会全部完成并网发电，为公司贡献新的利润来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部分，有效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市场价值。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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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队伍建设方面，公司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员工归属感。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实施第一期员工股

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实现公司与员工利益共享，吸引和保留更多优秀员工，更好地促进公司与员工的协同发展；同时，通过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员工座谈会等方式，使广大一线员工与管理层面对面深入交流，为提升公司管理水平集思广益，进一步改

善员工生活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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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太阳能草坪

灯 
403,588,425.30 296,636,065.91 26.50% 17.23% 18.87% -1.02% 

LED 照明产品 293,048,920.66 226,795,298.12 22.61% 6.97% 11.21% -2.94% 

其他 LED 产品 141,825,137.07 110,251,668.79 22.26% 8.08% 8.93% -0.61% 

专用组件 15,277,958.58 12,322,375.76 19.35% -81.39% -78.73% -10.09% 

EPC 光伏电站工

程 
1,644,780,777.89 1,263,919,273.12 23.16% 72.60% 67.72% 2.24% 

光伏发电收入 290,129,514.41 111,105,528.39 61.70% 212.72% 154.93%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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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公司决定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会计估计。公司在保持原制造业LED业务应收账款账龄计提标准不变的情

况下，对新增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形成的应收款账账龄计提标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公司自2015年8月份并购江苏华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呈现双主业即“LED制造业和光伏电站及EPC业务”。公司新增业务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该

项主营业务与本公司的原有主营业务即LED业务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业务，这两类业务的生产周期及回款期均具有不同特点，

其中新增的EPC工程和光伏发电业务建设工程周期较长，工程结算周期较长；而原有的LED业务，其生产周期很短，一般正

常回款周期为三个月，因此，对于LED业务，在销售确认后3个月内的应收账款不计提减值准备，三个月以上的应收账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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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比例计提减值准备。由于公司2015年刚介入新增的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积累的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回款资

料较少，故在2015年时对新增的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直接参照LED业务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随着

时间的推移，经过一年多的业务实践，目前公司对新增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应收账款回款特点有了更多了解，公司根据

以前年度的回款情况并参照同行业企业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单独制定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在

保持原制造业LED业务应收账款账龄计提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对新增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形成的应收款账账龄计提标准

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原有的LED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新增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前后列示

如下表： 

变更前账龄计提比例 变更后账龄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计提比例

（%） 

0-3月（含3月） 0 0 0-6月（含6月） 0 0 

4-12月（含12月） 5 5 6-12月（含12月） 1 1 

1-2年（含2年） 10 10 1-2年（含2年） 10 10 

2-3年（含3年） 30 30 2-3年（含3年 30 30 

3-4年（含4年） 50 50 3-4年（含4年） 50 50 

4-5年（含5年） 80 80 4-5年（含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从上表看出，两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一年以内的账龄计提比例将账龄的划分由原来的1年以内，

其中：LED业务细分为两个时间段，即0-3个月（含3个月）和4-12个月（含12个月），现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重新划分

为，即0-6个月（含6个月）和6-12个月（含12个月），计提比例具体如下：  

    考虑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的生产周期要比LED业务长，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一般在6个月内很少发生坏账，因此，

对于0-6个月的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应收款不需计提坏账准备。由于光伏发电和EPC工程业务的回款期也长于LED业务，

6-12个月的应收款项发生坏账的概率远低于LED业务，因此将其坏账计提比例由原来的5%降为1%。对于一年以上的应收款

账准备计提比例，则两者比例保持一致，未作变动。 

    变更后的两类业务的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相比以前更好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能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不会对公司2016年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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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9户，减少2户 ，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珈伟（深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珈伟龙能固态储能科技如皋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兴城珈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宿迁振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淮南华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淮安青莲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马鞍山华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浙江华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减少2户，原因系阜新珈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珈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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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注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组，国源电力从6月份开始并表入公司，使得公司报表相关财务数据有了较大变化；其余公司在

报告期内尚未投入注册资本，只有零星开办费支出，故对公司合并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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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丁孔贤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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