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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3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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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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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云 独立董事 出差 张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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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0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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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亚兵 杨婷婷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 72号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917-3625666 0917-3625666 

电话 0917-3626561 0917-3626561 

电子信箱 sxfh769@163.com sxfh76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家军民用通信装备及电声器材科研生产骨干企业，是科技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军工科

研生产资质及专业汽车生产企业资质。公司坚持“做强主业、创新驱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发展思路，

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积极发展高新技术通信产业，努力建设通信电声科研生产基地。 

公司主导产品有：短波通信设备、超短波通信设备、搜救产品、车机内音频控制系统、无线射频识别

系统、电声器材等。军用产品为多军兵种提供了优良的通信装备；民用产品广泛应用于应急保障、抗震防

汛、公安人防、海洋运输等领域，并远销东南亚、非洲及欧美等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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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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119,101,709.34 1,077,069,574.52 3.90% 926,014,30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240,112.21 76,462,740.18 15.40% 37,517,97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6,610,149.78 72,599,784.16 19.30% 34,466,90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12,932.21 147,488,774.04 - 40,637,42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7.80% 增加 0.47 个百分点 4.0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2,308,463,967.79 2,266,404,640.75 1.86% 1,905,924,6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1,719,816.26 1,022,621,423.00 11.65% 941,943,0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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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10,167.63 248,754,012.73 211,723,757.64 510,013,77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9,439.29 41,653,944.22 34,457,345.72 17,758,26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37,726.43 36,327,508.47 34,457,345.72 21,463,02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22,721.38 -21,057,982.62 -108,679,075.17 118,846,8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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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6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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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31% 252,085,786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77,03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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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42% 14,4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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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6% 7,503,3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8% 5,865,69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其他 0.52% 3,090,206    

胡冰 境内自然人 0.50% 2,950,000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0.34% 2,002,900  质押 2,002,900 

刘风玲 境内自然人 0.30% 1,758,5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330,1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

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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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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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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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23.0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8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1.42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11.65%，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0.8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0%。2016年公司研发费用支出1.35亿元，较上年增长34.42%。 

1、概述 

1）通信主业稳步发展 

报告期，公司以“做强主业，创新驱动”为发展思路，积极适应新形势下我军装备小型化、一体化、模

块化、多能化的需求，不断拓展军事通信市场，巩固提升通信主业地位。公司全年较好地完成了军用短波

通信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配套某系列飞机及直升机系列平台的短波端机、车机内音频控制系统等各项研

制工作及交付工作顺利进行。某型号产品的科改及试飞工作圆满成功，标志着烽火成为我国能够提供全功

率系列机载短波产品企业。在车机内音频控制系统产品方面，公司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推动技术创新，在

继续巩固军用产品龙头地位的同时，积极拓展民用市场。报告期，公司成功研制了新舟600机内音频控制

系统样机，填补了在民航市场的空白。 

报告期公司充分发挥搜救业务的行业龙头优势，大力推广搜救定向类新品上市，为客户提供更加多样

化的搜救手段。全年搜救产品发展迅速，市场领域不断拓宽，订货规模大幅增长。 

报告期公司电声业务着力于优化业务结构，提升主业关联度。军事电声业务向一线部队市场全面拓展。

空间降噪项目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在真机状态下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 

报告期公司网络通信集成业务方面，重点推进信息化集成项目的研制和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人防通信

业务发展方向，在西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开拓了多个地市级人防市场。报告期公司中标了中国移动

特种车辆采购项目，并在水利系统、抗震救灾、医院监控等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突破。 

国际防务通信方面，报告期公司军援军贸业务在中亚、北非等市场的拓展取得了新进展。 

2）科研工作取得新成绩 

报告期，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科研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一是科研管理

体系持续优化。建立了市场调研、产品开发、新品销售服务的一条龙科研体系；依托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平

台，公司建立科技创新共享机制；加大校企合作，促进成果产业化，推进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二是新产品、新技术研发项目不断推进。公司对应用于新领域的定制搜救产品进行了多模式多功能的研发

设计；某型地面试车监控指挥系统通过了技术鉴定审查，该型产品技术水平国内领先，有望在机场地勤推

广应用，为提高机务保障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快速建网与资源分配技术”获国防技术发明二等奖，软件

通信体架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通用型机内通信系统完成平台搭建。三是平台建设再获突破。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了GJB5000A三级评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承担更高等级和大规模系统软件研制能力和资质；获

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建设“通信设备设计与制造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是公司在国家级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项新突破，为烽火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技术创新及高端人才培养等提供了强有力

的平台支撑。 

3）管理工作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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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断推进公司管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完善各业务流程体系，推进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进

行流程再造，提升管理效率。报告期公司开展两项资金清理专项活动，全面梳理了应收账款和库存。加强

了采购计划控制，进一步规范了采购定价结算流程。加强了研发过程、软件研制、产品质量评审和设计评

审等方面的过程监控，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公司全年发表“QC”成果12项，获得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成果发表

会一等奖2项，被评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先进单位，产品质量在重点用户排名明显提升。

公司开展了中长期激励体制机制建设工作，设立以研发为主的核心骨干人员奖励基金，引导核心骨干员工

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4）“三大能力”建设加速推进 

公司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数字研发能力、智能制造能力、卓越服务能力”建设，为客

户提供优质产品、服务，打造烽火质量品牌价值。报告期公司成立了“三大能力”建设领导机构，完成了建

设顶层规划，完善了产品技术数据库，评审通过了制造能力提升方案并逐步实施，加强了客户服务保障队

伍建设，确定了客户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和目标，规范了维修备件库，维修效率和顾客满意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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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通信设备 956,982,724.40 547,639,729.04 42.77% 1.64% -1.25% 5.78 

电声器件 117,640,994.52 71,660,436.53 39.09% -1.82% -11.09%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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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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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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陕西烽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烽火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7月注销，

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15年，陕西烽火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11,485.89元，负债总

额855,994.5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844,508.64元。2015年7-12月，利润总额238,452.82元，净利润238,452.82

元。该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陕西烽火宏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安市烽火宏声电子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注销，

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本报告期合并报表含该公司2016年度所有数据。 

 

 

 

 

 

 

董事长：唐大楷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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