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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84                                               公司简称：光电股份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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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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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克炎 因公外出 叶明华 

董事 陈良 因公外出 张百锋 

独立董事 范滇元 因工作安排冲突 张国玉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7,806,646.13元（母公司报表数据），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80,664.61元后，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33,234,306.32 元后，减去 2016 年派发红利 30,525,649.56 元，公司 2016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9,734,638.28元。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以 2016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508,760,82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 0.18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9,157,694.87 元，派送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光电股份 600184 新华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峰 籍俊花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 

电话 029-82537951 029-8253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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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newhgzqb@163.com newhg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防务和光电材料与器件两大业务板块，防务业务收入规模占公司总收入规模

达到 80%以上，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防务业务板块主要是以大型武器系统、精确制导导引头、光电信息装备为代表

的光电防务类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光电材料与器件板块主要是光学材料（普通光学

材料、镧系及环保光学材料、低熔点光学材料、红外材料、激光材料、微晶玻璃）、光电材料、元

器件、饰品玻璃材料、特种材料、光学辅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光学材料所属行业为“C3052光学玻璃制造”。 

2、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型。 

采购模式：防务业务的外购物资主要有电子元器件、原材料、辅料等，种类涉及面广，公司

设有严格的供应商选择和评价程序，从供货质量、使用状况、供货及时性和服务等方面进行评价，

对供应商实施动态管理。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原材料主要包括石英砂、纯碱等，通过以订货点采

购为主的模式进行采购，根据订货需求量、订购批量、订购周期等综合因素，制定采购计划，原

材料采购以国内为主，供货渠道稳定。 

生产模式：根据销售模式的不同，生产模式也有区别，主要采用按销售合同生产的模式。 

销售模式：防务业务方面，根据供货合同发货、确认收入、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光电材料

与器件业务方面，目前销售订单主要来源于市场开发，光学玻璃应用领域专业性较强，因此以传

统的直接销售为主要模式，产品直接销售给国内外各光学元件加工企业。 

3、行业情况说明 

（1）防务业务：我国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实现强军梦的新军事变革。未来几年我国军费预计仍将保持增

长；国防军事装备升级换代提速，未来现役装备改进换装和以三代、四代为重点的新装备研制列

装带来市场需求；产业升级趋势使得军工企业都将成为军民融合的企业，行业整体仍处于成长期。 

（2）光电材料与器件：光学材料业务，其中光学玻璃是光电技术产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需求增长不大，处于成熟期；下游细分市场主要在光学加工企业、光电仪器类光学企业，产

品经加工后广泛应用于望远镜、显微镜、枪瞄镜、手机镜头、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电影机、

投影仪、监控镜头、测量仪、分析仪等传统光学产品和光输入输出信息产品、光储存、光电显示

器、光通讯等新兴领域；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光电仪器技术升级，以及城市安防、汽车安

全等项目的不断发展，各种光电系统不断升级换代，对高透过率、高均匀性、特殊性能的光学玻

璃，以及红外材料、激光玻璃、光纤材料等高端光学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特种材料尤其是红外

硫系玻璃面临爆发式增长，正处于高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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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849,501,255.16 4,166,043,509.43 -7.60 2,927,487,561.83 

营业收入 2,211,423,148.23 2,746,908,761.11 -19.49 1,836,044,90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609,212.73 47,242,506.12 -37.33 61,845,4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434,292.44 45,074,812.75 -43.57 59,669,76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42,962,023.66 2,243,554,916.94 -0.03 988,347,34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4,459,577.63 237,195,029.74 -325.32 406,802,92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11 -45.45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11 -45.45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 4.67 

减少3.35个

百分点 
6.4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65,856,200.33 331,983,740.45 240,445,335.3 1,473,137,8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9,216.15 6,807,420.59 214,319.9 21,978,25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901,508.78 6,668,615.59 -494,108.5 20,161,29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9,512,365.73 -259,364,753.04 -451,165,371.4 485,582,912.5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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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6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1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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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方光电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0 154,458,556 30.36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5,000,000 71,705,446 14.09 45,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湖北华光新材料

有限公司 
0 63,003,750 12.38 0 

无   国有

法人 

红塔创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0 19,672,200 3.8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0 18,000,000 3.54 18,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汇添富基金－宁

波银行－汇添富

－光电制导 1号

资产管理计划 

0 18,000,000 3.54 18,000,000 

未知   其他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7,800,000 17,800,000 3.5   

未知   其他 

汇添富基金－宁

波银行－汇添富

－光电制导 2号

资产管理计划   

0 9,000,000 1.77 9,000,00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2,532,934 7,398,617 1.45 0 

未知   其他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200,000 7,200,000 1.42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

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兵器集团，且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北

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上述四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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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勤勉履职，但因受市场、计提坏账等

因素影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2.11 亿元，同比减少 19.49%，完成年初预算目标 24.05 亿元的

90.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961万元，同比减少 37.33%，2016年度计提应收天达公司账

款 2,769万元，扣除计提减值及所得税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 

防务业务板块：2016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66 亿元，同比下降 24.53%，主要原因是总装产

品收入同比下降。2016 年，防务公司各项重点科研项目顺利推进，在某型导弹发射车装备联调联

试工作中，被陆军装备部授予联调联试工作“突出贡献单位”；结合军品研制现状和特点，构建科

学高效的科研研发工作平台，顺利通过 GJB5000A二级体系现场评价，为公司拓展航空武器装备市

场提供了强有力保证；为加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召开首届科技大会，健全完善科技人才队伍体

系，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明确方向。 

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板块：2016年，光学材料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新华光公司积极应对市场

竞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3 亿元（未抵消与华光小原公司的关联收入），同比略有增加，全球

市场份额增加近 1 个百分点。2016 年，针对新市场成立上饶销售中心，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3,000 万元；依托光电集团光学材料集中采购平台，实现销售收入 1,700 万元；与松下车载、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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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镜片、日本京瓷及美国菲利尔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镧系玻璃等产品

获得市场认可，其中 H-ZLa50 产品于 2016 年试产成功，全年完成收入 1,400 万元。2016 年，新

华光公司持续推进全价值链精益管理战略，强化基础管理，围绕精益价值链务实推进 12个精益项

目，为公司提质增效和降低成本提供强有力地支撑。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两大业务板块中，防务业务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板块较

上年略有增长。公司全年实现主营收入 22.11亿元，同比减少 19.4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961万元，同比减少 37.33%；每股收益 0.06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6年，公司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16〕22号）文件的规定，2016年 5月 1

日起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发生的与

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

按该规定进行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

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原计

入管理费用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

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

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①税金及附加②管

理费用 

1,198,050.92 元

-1,198,050.92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拥有子公司 4家，纳入并表范围 4家。详见本“附注七、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方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