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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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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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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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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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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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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特股份   股票代码 3006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  伍宏发 

办公地址 
常熟市虞山镇高新技术产业园

青岛路 2号 

常熟市虞山镇高新技术产业园

青岛路 2号 

传真 0512-52348186 0512-52348186 

电话 0512-52346877 0512-52346877 

电子信箱 zqb@cs-ruite.com zqb@cs-ruit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船舶电气与自动化系统专业供应商，是专门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电

气、自动化系统及其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综合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船舶配电系统及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船舶电气与自动化系统专业供应商，是专门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电

气、自动化系统及其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综合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船舶配电系统及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如下： 

1、销售模式 

（1）业务模式 

公司为船东、造船厂、船舶设计院供应船舶配电系统及船舶机舱自动化系统。

公司销售模式为直销，不设经销商。公司营销中心、工程技术中心负责与客户洽



谈合作意向，再与客户签订技术协议后参与竞标。公司中标后与客户签订销售合

同，以销定产。 

（2）收入确认方法和时点 

产品经公司质量管理部门检验、试验，并经过第三方船级社或海军代表对产

品进行出厂前的检验并出具相应检验合格证书之后，运至客户处，客户开箱查验

货物的数量、外观、规格后，在发运单上签收，公司即完成产品销售，可确认销

售收入。 

2、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了《合格供方应具备的质保能力基本条件及评定办法》及《物资采

购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对采购过程实施有效管理，因特殊原因选择名录以外的

供应商，应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临时采购。 

公司产品为非标类产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原材料及零部件等物资

的采购也基本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而部分通用型的原材料或零部件，

如铜板、铜排、电线电缆、小型继电器、接线端子、填料横及门锁铰链等，会采

取一定的库存采购。用于生产军品的相关原材料，供应商需提供相关原材料的军

检证，以确保原材料满足质量要求及其他相关规定或要求。从原材料采购的环节

来看，目前公司原材料在国内向生产厂商直接采购。 

3、生产模式 

（1）自制加工生产 

公司在生产上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根据客户订单需求生产制造各类产

品。营销中心每月向项目管理部提交合同任务信息，由项目管理部根据技术、生

产、供应、营销的协调及交货期情况确定节点日期并制订项目计划，并向各相关

部门下达《生产计划表》，公司相关部门根据《生产计划表》安排各自的工作计

划。 

（2）外协加工 

在生产过程中，公司主要产品上铭牌的电镀工序、箱体喷塑工序、机械加工

及彩灯内置线路板的焊接工序等，需由外协厂商协助完成。 

（二）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777.53万元，同比上升21.87%；营业利润



11,218.51万元，同比上升19.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利润总额9,545.31万元；

同比上升20.62%。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70,882.44万元，同比上

升2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1,694.36万元，同比上升

24.49%。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1、行业发展推动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造船大国，我国船舶配套产业发展取得长足

进步，产业体系不断完善，重点船用设备研制取得突破，产业规模大幅提升，本

土船用设备装船能力不断提高。2016年，工信部发布《船舶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行

动计划（2016~2020年）》，鼓励企业提升船用设备配套能力和水平，提升我国本

土化船用设备装船率。到2020年，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三大主流船型本土化

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80%以上，高技术船舶本土化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

60%以上，船用设备关键零部件本土配套率达到80%，成为世界主要船用设备制造

大国。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分析， 2016年1～11月，船舶配套业936.1亿元，同

比增长0.8%。受益于船舶配套业的稳定发展，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公司自身优势 

公司在军民领域均取得相关资质认证，其中在军用领域已获得《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质

量体系认证证书》等各类涉军业务许可或认证证书；在民用领域已获得了包括中

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挪威船级社等在内的多

家国际船级社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因此公司产品可同时运用在军工与民用领域。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船舶配套电气及自动化系统领域，不断突破创新，

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力量，能够快速响应并不断适应、满足客户的各种

需求，在业内获得了广泛认同，已成为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中国渔政、航

道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等政府部门及机构的船舶电气与自动化系统的

主要供应商之一。此外，公司还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江南造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七O八研究所、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现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旗下的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七O一研究所、七O四研究所、七一一研究所等国内主流大型船厂和船舶



设计院建立了良好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成为这些中高端客户群体认可的船用电

气与自动化系统供应商。 

2016年，公司继续紧密围绕中高端客户开展工作，在保持现有市场占有率的

前提下，公司专注高毛利业务。 

（三）主要业务领域的行业情况 

2016年商船市场继续低迷，三大造船指标同比下降，全国造船完工量为3532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5.6%；承接新船订单量为2107万载重吨，同比下降32.6%；

截至2016年12月底，手持船舶订单量为9961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9%。 

军工、公务市场相对活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改革国防科研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加快军

工体系开放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

域”，“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举措”，“加强国

防边海防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2月28日，国防科工局颁布的《2016年国防科

工局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指出要“优化军工结构，深化民参军”，“推动扩

大军工外部协作。探索将军工外部配套率、民口配套率和民营配套率相关数据纳

入国防科技工业经济运行统计”。公司作为中国海军指定的常年供应商，产品已

应用到海军各类主流舰船上，并实现了从单一产品供应向系统解决方案的转变；

自主开发的可编程控制器和机舱监测报警系统获中国船级社型式认可，具备独立

自主生产和供货能力。综合管理平台系统（二期）取得重要进展，舰船供电稳压

装置，电场防护装置等多项新产品获海装鉴定，具备实船供货条件。为响应国家

节能环保政策要求，公司研发出中压岸电装置，该装置可以大幅减少岸电电缆数

量，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并可实现舰船快速连接或断开岸电。2016年公

司军工订单较2015年增长后37.67%，公务船订单较2015年增长-19.30%，公司整

体毛利率相比2015年提高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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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75,284.48 301,768,898.58 21.87% 267,915,0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1,707,416.15 106,788,815.16 -4.76% 67,221,62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453,061.37 79,133,344.45 20.62% 64,738,09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203,301.35 85,124,736.19 -10.48% 64,233,38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6 1.42 -4.23% 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6 1.42 -4.23%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2% 29.51% -7.69% 24.46% 

 2016 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708,824,383.10 580,401,464.81 22.13% 450,828,89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16,943,580.24 415,236,164.09 24.49% 308,447,3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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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92,357.46 96,637,734.27 
111,194,658.2

2 
75,650,53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290,055.58 26,234,077.42 37,404,500.74 15,778,78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35,107.76 26,041,805.93 36,877,098.37 10,399,04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8,557,593.1 48,271,591.15 -23,025,600.1 79,514,903.48 



净额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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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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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瑞良 
境内自

然人 
54.38% 40,781,250 40,781,250   

苏州瑞特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40% 13,050,000 13,050,000   

苏州开瑞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5% 4,241,250 4,241,250   

中科江南 
境内非

国有法
5.00% 3,750,000 3,750,000   



人 

国发融富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0% 3,750,000 3,750,000   

国发建富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35% 3,262,500 3,262,500   

王华 
境内自

然人 
4.35% 3,262,500 3,262,500   

无锡国联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0% 2,250,000 2,250,000   

俞秋华 
境内自

然人 
0.87% 652,500 652,500   

0  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为 75,000,000股，龚瑞良直接持有公司

40,781,250 股，占报告期内股份总数的 54.38%，通过苏州瑞特实际控

制公司 17.40%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71.78%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俞秋华女士为龚瑞良先生配偶的母亲，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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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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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年是船舶工业“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球造船业深度调整、我国

船舶工业进入全面做强阶段的关键之年。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统计，

2016年，全国造船完工量为3532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5.6%；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2107万载重吨，同比下降32.6%；截至2016年12月底，手持船舶订单量为9961万

载重吨，同比下降19%。受国际船舶市场持续深度调整的影响，我国造船企业在

承接订单方面竞争更加激烈，完工船舶交付更加艰难，融资贷款审查更加严格，

全行业手持订单持续下滑，盈利水平大幅下降，船舶工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面对船舶行业的持续低迷的形势，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不断地推进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进一步优

化产品结构，加大军品市场拓展力度，稳固高端民品市场的优势，努力提升产品

和服务品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年度经营

计划，取得了良好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777.53万元，同比上升21.87%；营业利润

11,218.51万元，同比上升19.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利润总额9,545.31万元；

同比上升20.62%。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70,882.44万元，同比上

升2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1,694.36万元，同比上升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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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配电系

统 

214,488,10

7.73 

62,532,554

.76 
52.23% 6.26% 6.13% 5.61% 

船舶机舱自

动化系统 

150,018,85

0.07 

47,973,340

.82 
57.29% 55.19% 48.25%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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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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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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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瑞良 

2017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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