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736                                                  公司简称：苏州高新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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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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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194,292,93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45元（含

税），合计分配 173,172,475.14元。本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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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高新 60073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才俊 龚俞勇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锦峰路199号锦

峰国际商务广场A座20楼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锦峰路199号锦

峰国际商务广场A座20楼 

电话 （0512）67379025 （0512）67379025 

电子信箱 Song.cj@sndnt.com Gong.yy@snd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紧紧把握宏观经济走向和国家行业发展政策，依托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立足于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业务布局，提高公司的价值



和发展潜力，业务涵盖先进制造、环保、产业地产，并以非银金融与产业投资为抓手，为更好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储备优质资源。 

公司先进制造业板块主要为向客户提供力学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设备，以测试工业产品在复杂

力学环境下的可靠性。同时公司依托先进振动试验设备制造经验，建立第三方实验室，向客户提

供测试服务。 

环保业务顺应行业向综合性环保服务发展的趋势，公司以污水处理业务为基础，通过与行业

龙头企业战略合作，并组建自身产业园区、环保投资平台，向污泥处置、危废固废、土壤修复、

大气治理、环保设施建设等相关业务拓展，打造全产业链环保集团。 

产业地产业务覆盖特色小镇、旅游地产、商业地产、社区商业、市政代建等不同业态，业务

布局的苏州、合肥、徐州、扬州均为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基本面良好。其中，重点打造的生命健

康小镇项目，将特色产业引入和住宅开发结合，满足区域产业升级、人口聚集和城市功能完善的

需求；旅游地产通过打造具有自主 IP 和特色的主题乐园、主题酒店提升地产价值，实现“地产+

旅游”的协同效应。同时，公司通过加强与地产行业标杆企业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提升品牌

形象和开发能力。 

非银金融与产业投资业务领域，公司一方面通过融资租赁、保理等业务的开展，服务于公司

产业及区内优质企业，另一方面参股热电、物流、创投等与公司产生协同效应企业的股权及拟上

市公司的股权，并通过与私募机构合作设立产业基金及直投等方式，投资先进制造、环保等行业

公司股权，为公司资本运作储备项目资源。 

公司对业务涉及行业情况的说明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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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6,378,303,355.87 20,449,902,615.72 28.99 20,242,592,532.85 

营业收入 6,242,486,937.66 5,583,376,565.99 11.80 3,250,719,955.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6,260,751.47 307,112,831.98 97.41 191,416,296.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1,021,218.61 142,771,037.13 75.82 -557,689,401.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6,008,664,544.29 5,325,242,379.40 12.83 4,928,694,899.99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45,912,677.75 1,580,341,769.99 162.34 1,027,841.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26 84.62 0.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26 84.62 0.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0.22 6.05 
增加4.17个百

分点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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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758,362.24 796,001,526.96 809,360,430.25 3,867,366,618.2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138,824.30 154,551,913.37 53,672,829.97 293,897,183.8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227,083.76 -57,891,154.27 44,690,497.83 256,994,791.29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699,490.43 1,769,229,441.90 1,912,198,705.57 353,785,0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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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7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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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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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状态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

集团总公司 

0 484,477,094 40.57 55,342,077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保港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2,882,803 33,089,079 2.77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0 25,244,859 2.11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3,032,000 1.93  未知  未知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910,000 19,717,800 1.65  无  国有

法人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9,649,180 15,997,857 1.34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44,374 15,901,569 1.33  未知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0 13,641,133 1.14  未知  国有

法人 

黄阳旭 3,609,263 12,836,428 1.07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保港张家港保税

区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10,557,583 12,220,890 1.02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苏高新集团持有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份，系关联公司；其它股东，公司

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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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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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

场所 

苏州新区

高新技术

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4年公

14 苏

新债 
122375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8 年

5 月 29

日 

700,000,000 4.67 

单利按年计

息，每年付

息一次，到

期 一 次 还

本，最后一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司债券 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兑付 

苏州新区

高新技术

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6年公

司债券 

16 苏

新债 
136186 

2016 年

1 月 25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 

1,000,000,000 4 

单利按年计

息，每年付

息一次，到

期 一 次 还

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兑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14苏新债、16苏新债已完成 2017年度付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

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债券

存续期内，持续关注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以对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稳定；14 苏

新债评级结果为：AA+，16 苏新债评级结果为：AA+。 

中诚信证评将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布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跟踪评级，评级结果将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0.64 0.69 -7.1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46 0.0737 42.04 

利息保障倍数 3.07 1.54 99.55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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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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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984,598,062.99 元；列示终止经营

净利润本年金额 0 元。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402,609,086.07 元；列示终止经营

净利润上年金额 0 元。 

（2）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

不调整。 

列示其他收益本年金额 16,373,965.32 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

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列示资产处置收益本年金额 526,969,276.67 元。 

列示资产处置收益上年金额 186,497,506.30 元。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公司融资租赁业务

及商业保理业务变

更计提坏账准备计

提的方法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

高新福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 

2017.8.25 

坏账准备增加 

7,888,987.45 元；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7,888,987.45 元。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高新福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和商业保理业务。公

司参照同行业坏账准备计提办法，对风险资产进行五级分类，并根据风险资产的不同分类，计提

相应的坏账准备。故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及商业保理业务相应变更计提坏账准备计提的方法。 

（2）新增会计估计 

公司今年收购了东菱振动 73.53%股权，2017年 5 月 31 日将东菱振动纳入合并范围。东菱振

动主要从事振动试验设备制造与振动检测业务，公司现有的账龄组合不适用东菱振动业务相关情

况。故公司针对东菱振动的业务情况对应收款项增加一项新的组合并按账龄分析法确定该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 

1－2 年 10 

2－3 年 30 

3－4 年 50 

4－5 年 70 

5 年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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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地产（扬州）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苏州高新万科置地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地产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新辉皓辰地产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产业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永新置地有限公司 

苏州永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苏迪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新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永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苏州静脉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港阳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馨阳污泥处理有限公司 

苏州城西排水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新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钻石金属粉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乐园温泉世界有限公司 

苏州乐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置地有限公司 

苏高新（徐州）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文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乐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徐州苏科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大阳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福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贡山生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苏州东菱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世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爱盟科技有限公司 

东菱环测（北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长菱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东菱试验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东菱智能减振降噪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东菱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美国振动疲劳实验室有限公司 

东菱科技美国有限公司 

西安东菱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星 

2018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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