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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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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军 因工作出差在外 王德江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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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78,731,3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红利 1.432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68,554,325.31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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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睿科技 600562 高淳陶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贵夫 罗欣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 

电话 025-57889698 025-52787086 

电子信箱 dmbgs@glarun.com dmbgs@glaru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微波器件、特种电源等产品研发、生产、

调试、销售以及相关服务。公司从事的各产业均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发

展的产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目前正处于发展的成长期。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方向



及市场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 

（1）气象雷达 

在公共气象方面，“十三五”期间预计有 200 余套风廓线雷达建设计划，和根据经济发达地区将适

当加密到 150 公里以内的指导思想，对测雨雷达进行站点增补；民航方面，现有气象雷达的更新

换代和新建雷达的需求，带动了民航气象雷达市场的发展；军用方面，随着军事信息化的推广，

气象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趋明显，相应建设计划亦得到提升；其他方面，除传统的气象局、

民航、军方市场外，气象雷达产业在环境、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司的气象雷达产品包括雷达整机系统和子系统，主要销售给气象局、民航、环保等单位，子系

统产品还供应给国内雷达主机厂家。公司在气象雷达领域深耕多年，拥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在市

场中占据领先地位。 

（2）空管雷达 

目前我国民用空管设备大部分仍依赖进口，国产设备市场占有率不到 10%。经过长期自主研发，

空管雷达已经能够实现进口替代，在民用机场开始得到逐步应用。随着空中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

低空空域的逐步开放以及国产化替代的逐步推进，市场对空管雷达及相关系统的需求非常广阔，

国内民用空管雷达集成产品的使用平均时间约 10 年，现有雷达需要重新更换，在“十三五”期间，

民航空管设备将迎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军用市场方面，国内军用航空在大力推进空管系统建

设，军用机场对空管雷达的需求强烈，其市场空间规模将与民用市场相当。 

公司的空管雷达产品主要是提供给军方和民航。公司作为军用航空雷达的主要供应商，近年来顺

利完成了多个雷达产品方案的评审和技术鉴定，为军航空管雷达的批量采购奠定了做好充分准备。

同时，公司是最早获得民航二次雷达正式许可证和民航一次雷达临时许可证的国内厂家，二次雷

达集成产品在国内民航空管方面最早实现了产业化应用，是国产民航二次雷达最重要的供应商。 

（3）相关系统 

公司坚定推进由装备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的战略思想，扎根公共气象、军事气象、

民航气象、环境保护气象领域，并努力拓展面向农业气象、海洋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新领域的

气象应用。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细致挖掘和充分理解，公司对自主研发的核心业务平台进行了产品

升级，基于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技术，对气象信息的智能化识别与精细化预报做了进一步的升级，

在引导了用户的需求，提高用户操作舒适度等方面做了优化，处于国内领先的市场地位。 

2、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中不断提高城轨

交通项目设备的国产化比例的要求，未来规划在建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市场规模约为 300 亿元。

公司所在的江苏省，已有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南通等 6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获得国家批准，成为获准建设轨道交通城市最多的省份，另有扬州、镇江等城市正在规划中。未

来几年将掀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高潮，信号系统是轨道交通项目的核心系统之一，将充分受益。 

3、微波器件 

在军品领域，随着相控阵技术的普及推广，无源相控阵对移相器的需求以及有源相控阵对隔离器、

环行器的需求越来越明确，微波器件业务将受益于军用雷达订单的增长。同时，随着国内 4G 的

广泛应用以及未来 5G 的技术发展趋势，民用微波器件的需求也在会持续稳定增长。 

4、特种电源 

国睿兆伏生产的特种电源产品主要包括高压大功率电源及高性能低压电源。其中高压大功率电源

主要是给国家大科学装置及各类应用领域的电子加速器设备相配套，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医用加速

器，工业无损探伤加速器，辐照加速器（食品保鲜、医用灭菌、现代农业），国防电子，安全检测

设备；高性能低压电源主要面向各类军用装备的特种低压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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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455,968.61 1,804,637,847.73 35.51 1,370,590,025.19 

营业收入 1,258,106,716.51 1,091,879,654.24 15.22 961,969,074.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8,378,170.13 186,785,694.50 22.27 145,874,446.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8,488,420.05 176,958,800.66 23.47 135,504,485.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87,916,136.29 1,025,624,200.85 64.57 882,796,034.1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598,593.51 -8,076,594.55 -476.96 24,573,605.9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40 22.50 0.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40 22.50 0.3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01 19.5 减少2.49个百分

点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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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31,106.50 289,138,788.47 264,016,630.74 553,820,19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515,267.17 59,748,195.71 49,934,098.08 95,180,60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382,306.96 57,941,151.74 49,276,031.80 87,888,92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006,123.37 -37,786,708.74 -54,360,504.14 73,554,7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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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2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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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四研

究所 

56,335,504 126,754,884 26.48 44,021,124 无   国有

法人 

国睿集团有限公

司 

40,463,891 91,043,755 19.02 91,043,755 无   国有

法人 

宫龙 8,816,824 19,837,854 4.14   无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12,380,202 12,380,202 2.59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7,865,696 11,604,153 2.42   未知   其他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南京紫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429,869 7,754,705 1.62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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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218 6,363,893 1.33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914,370 4,955,481 1.04   未知   其他 

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3,199,772 4,806,151 1.00 4,806,151 未知   国有

法人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4,806,151 4,806,151 1.00 4,806,151 未知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的全

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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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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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较好，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济指标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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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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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3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芜湖国睿兆伏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南京国睿微波器件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