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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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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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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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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4,824,7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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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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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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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陈涛 李陈涛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电话 0575-89072976 0575-89072976 

电子信箱 roshow@roshowtech.com roshow@roshow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漆包线、机电、蓝宝石和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生产、销售。 

1、漆包线业务。漆包线是一种涂覆固化树脂绝缘的导电金属电线，用于绕制电工产品的线圈以实现电磁能的转换，属

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公司主要生产耐高温铜芯漆包线、微细铜芯电子线材和耐高温铝芯漆包线三大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

动工具、电机、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等等领域。 

2、机电业务。机电业务主要包括新能源电机、涡轮增压器、蓝宝石晶体炉等机电产品。节能电机主要包括无刷电机、

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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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

混流式涡轮增压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域。蓝宝石晶体生长炉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人工蓝宝石长晶设备，大尺

寸和智能型是该设备的发展方向，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多种型号的长晶炉设计、生产、应用经验。 

3、蓝宝石业务。蓝宝石是一种集优良光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于一体的独特晶体，具有强度高、硬度大等优秀

特性，广泛应用于LED衬底材料、电子消费品、光学元件等领域，具体应用在LED、智能手表表面、智能手机HOME键和摄

像头盖板等 

4、新能源汽车业务： 

（1）节能电机。节能电机主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涡轮增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动

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域。 

（2）电控系统。公司电控产品主要为整车CAN总线控制系统。现代汽车基于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需要大量的数据

信息在不同的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进行交换和共享，然而传统的车身控制系统大多采用点对点的通信方式，

不同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通过线束连接，随着汽车中电子部件数量的增加，线束与配套接插件的数量会成倍

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庞大而复杂的布线系统。 

（3）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动力电池包）直接用于新能源整车的组装，其组成主要

包括单体锂离子电池（电芯）、模块、电气系统、热管理系统、箱体和BMS。按产品用途分类，公司目前生产的锂离子动

力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商用车领域中的客车及专用作业车。 

5、光伏行业业务： 

公司通过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在新的宏观和产业形势下积极转型升级，逐步实施“传统产业+新型产业”

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公司进入光伏行业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致力于光伏电站的投资、安装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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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244,834,457.48 1,395,773,008.67 132.48% 1,770,345,66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389,409.55 64,763,511.24 376.18% 83,203,87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354,570.13 59,419,776.58 388.65% 41,344,99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0,444,056.54 -293,478,342.14 -247.71% 423,519,40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9 366.67% 0.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9 366.67% 0.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1% 3.37% 9.44% 8.8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305,997,986.31 3,300,418,885.38 91.07% 1,862,895,59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2,225,462.22 2,270,248,343.59 12.86% 928,387,0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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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330,580.27 1,061,684,670.34 805,564,482.40 904,254,72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15,910.44 110,059,834.42 73,444,067.63 74,869,59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012,504.66 109,572,726.07 67,506,636.38 63,262,70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794,831.31 -181,270,586.93 -369,743,519.51 -217,635,1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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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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营业收入原为778,458,785.47元，现修正为473,330,580.27元，主要原因汽车贸易的收入原来采用全额法确认收

入，本着谨慎性原则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故调减一季度营业收入30512.82万元，调减一季度营业成本30512.82万元；对公司

净利润及资产总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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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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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7% 277,548,712 12,287,512 质押 216,834,830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5.55% 40,800,000 0 质押 40,000,000 

李伯英 境内自然人 4.86% 35,700,000 0 质押 34,000,00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4.15% 30,508,948 22,881,711 质押 30,508,948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9% 19,775,786 0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浙金•富春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27% 16,650,959 0   

李国千 境内自然人 1.98% 14,520,800 0 质押 12,530,000 

林杰 境内自然人 1.67% 12,261,8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1.38% 10,143,560    

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华信

信托•工信 47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31% 9,598,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第 4 名、第 7 名股东为关联联系人。2、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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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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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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奋斗下，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以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良好态度，顺利完成了 2017 

年的各项既定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4,483.45万元，比上年同期139,577.30万元增加132.48%；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30,838.94万元，比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6,476.35万元增加376.18%。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积极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压缩了毛利率较低的铜芯漆包线业务，适当发展毛利率较高的铝芯漆包线

业务，大力发展附加值的机电业务，积极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挺进。2017年公司完成了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江

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完善了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光伏行业战略布局。 

2、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结构和管理制度，梳理了内部管理流程，强化了审计部门的职能，提升

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加强技术研发工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公司发展的原动力。报告内，公司成功研发了多款型号的漆包线、节能

电机和涡轮增压器产品，部分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4、优化管理团队。报告期内，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的人才工作，完善考核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提升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5、提高质量控制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实施TS16949、ISO9001等质量体系，同时运用各种质量工具，确保

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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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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包线 1,612,195,048.52 128,888,448.38 7.99% 36.37% 7.07% -2.19% 

光伏电站 EPC 698,752,631.71 212,545,114.50 30.42% 100.00% 100.00% 100.00% 

汽车配件 580,553,167.78 104,633,295.16 18.02% 1,332.52% 675.45%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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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2月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发展动力锂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完善新

能源汽车“大三电”（电机、电控、电池）布局目标。加速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战略布局，2017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收入占

营业收入的21.5%。2017年5月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展光伏电站EPC建造及部分电站运营管理，2017年度新能

源光伏行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22.1%。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光伏推动了公司的升级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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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

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

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

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

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

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

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3、《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2017年5月28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 

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重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

止经营损益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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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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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系公司于2017年2月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露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7年4月设立全资子公司露笑

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故2017年2月起将天津露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2017年4月起将露笑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2、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支付现金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暨与相关方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

出资人民币35,000万元收购上海正昀10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2017年2月支付了55%的收购款，2017年2月15日，公司完

成了上海正昀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自2017年3月1日将该公司以及业务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将其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2）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支付现金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暨与相关方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

收购鼎阳电力100%股权。通过自有资金支付方式出资人民币55,000万元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完

成后，江苏鼎阳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2017年5月-6月支付70%的收购款，2017年5月23日，公司完成了

江苏鼎阳的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自2017年6月1日将该公司以及业务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

其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3、本期减少合并单位1家，系公司于2017年12月注销子公司诸暨露笑特种线有限公司，故2017年12月后将诸暨露笑特种线有

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9.95% 至 99.94%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8,000 至 10,000 

2017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001.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一季度，漆包线、电机等等传统行业稳中有升，新能源汽车因政策

调整影响的滞后性缓慢增长，新能源光伏发电逐步增长，EPC 建造随着气

温回升，施工进度加快。，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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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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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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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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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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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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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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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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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