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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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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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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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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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嘉微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7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 凯

石 焱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景路 2 号

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景路 2 号

传真

0731-82737002

0731-82737002

电话

0731-82737008-8003

0731-82737008-8003

电子信箱

public@jingjiamicro.com

public@jingjiamicr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高可靠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涉及图形显控和小型专用化雷达两大领域。图形显控是公
司现有核心业务，也是传统优势业务，小型专用化雷达和芯片是公司未来大力发展的业务方向。
公司在图形显控领域拥有图形显控模块、图形处理芯片、加固显示器、加固存储和加固计算机等五类产品，其中图形显
控模块是公司最为核心的产品。目前我国新研制的绝大多数军用飞机均使用本公司的图形显控模块，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
用飞机显控系统换代也使用了本公司产品，公司图形显控模块在军用飞机市场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
公司较早开始在微波射频和信号处理方面进行技术积累，并以此为基础，成功开发了多种用途雷达核心产品及微波射频
组件等，在小型专用化雷达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未来上述产品定型并形成销售后将进一步促进公司业绩的增长。

1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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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78,005,821.29

239,679,665.44

15.99%

204,795,41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286,507.51

88,954,788.77

18.36%

82,184,89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79,740.70

85,710,936.84

11.75%

79,524,38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06,601.53

51,863,660.47

-9.56%

34,234,05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0%

25.45%

-11.15%

31.14%

2016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末

2014 年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46,506,832.47

547,834,020.71

72.77%

420,524,97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9,436,324.52

393,939,524.54

120.70%

304,984,7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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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66,479.28

80,240,285.13

87,194,268.33

60,504,7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78,714.58

30,504,478.92

37,385,853.63

14,317,46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71,908.71

30,272,641.30

37,385,853.63

6,449,33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929.64

9,570,019.67

-45,243,299.91

84,128,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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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7,682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7,21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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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丽丽

境内自然人

40.50%

108,130,000

曾万辉

境内自然人

6.83%

18,2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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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30,000
18,244,000 质押

7,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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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先宏

境内自然人

6.25%

16,700,000

16,700,000 质押

884,000

胡亚华

境内自然人

6.25%

16,700,000

16,700,000 质押

2,200,000

乌鲁木齐景嘉
合创股权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3.75%

10,000,000

10,000,000

刘亚杰

境内自然人

2.81%

7,514,000

7,514,000

曹建明

境内自然人

1.25%

3,340,000

3,340,000 质押

1,474,000

余圣发

境内自然人

1.25%

3,340,000

3,340,000 质押

884,000

陈宝民

境内自然人

1.25%

3,340,000

3,340,000 质押

1,467,400

谢成鸿

境内自然人

1.25%

3,340,000

3,340,000 质押

3,340,000

喻丽丽和曾万辉为夫妻关系，喻丽丽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曾万辉、饶先宏、胡亚华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的有限合伙人，喻丽丽、曾万辉、饶先宏、胡亚华、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动的说明
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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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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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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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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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我国在军工行业领域提出“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全社会的研发及生产力量，发挥市场经
济分工协作的比较优势保障国防建设。在此背景下，公司抓紧这个机遇，制定了公司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2016年，公司
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工作，进一步落实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强化生产产能的提高，继续大力投入技术研
发。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7,800.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99%，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增加。公司实现净利润10,528.65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6%。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690.66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47元/股。此外，为保障公司在行
业中的领先地位，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1.36%。2016年，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成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
公司一季度全力推进上市工作，组织公司各项职能部门、中介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完成上市挂
牌发行工作。于2016年3月31日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50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64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39,424.03万元。成功上市，为公司持续提升竞争力、巩固行
业地位，扩大公司产能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平台，掀开了公司发展历程中新的篇章。
（2）落实IPO募投项目，加快科研基地建设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的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目前正在紧张布局其他工程项目的工作。公司将
按计划继续抓紧布局基地建设项目的工作，实现公司新产能的释放。
（3）满足客户需求，加大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以JM5400为架构基础的产品运用，与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不断加强，取得了初步成效，提升
了公司在图形显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围绕核心产品和市场需求，针对小型机载天线、伺服控制系
统、小型机载微波射频前端、图像处理技术、后端信号处理算法等系统开展预先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报告期内研发
经费同比增长51.36%。截至到2016年12月31日，公司共申请97项专利（87项国家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40
项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已授权，登记了42项软件著作权、2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4）建设企业文化，引进高端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企业文化项目建设，为构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促进公司内部凝聚力的形成和外部竞争
力的提升，提供了思想武器。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比例，共引进博士8人，硕士19人，
合理配置了研发资源，提升了研发整体水平。
（5）优化公司治理，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以上市为契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全面提升管理水平：①对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权限进行了系统梳
理和优化，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便于各系统业务的统筹管理；②全面贯彻实施精细化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和目标责任管
理工作，加强部门间协作，提升公司总体执行能力；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积极培养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以具有吸引
力、竞争力的综合待遇引进高素质人才，为公司补充新鲜血液和后备力量，满足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对人才的需求；④加强企
业管理信息化建设，通过启动OA系统等项目的建设，全面加强信息化的融合，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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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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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图形显控领域产
品

208,483,959.02

158,253,889.99

75.91%

1.97%

1.52%

-0.34%

小型专业化雷达

51,599,217.75

43,793,085.81

84.87%

128.05%

161.02%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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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 税金及附加
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 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421,522.94元，调减合并利润表
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 管理费用本期金额421,522.94元。调增母公司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期
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 金额417,022.94元，调减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本期金额417,022.94
数据不予调整。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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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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