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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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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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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国飞 董事长 另有工作安排 陈宽义 

孙学军 董事 另有工作安排 周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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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科技 股票代码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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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胡进文 

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 7 号 

传真 025-66852680 

电话 025-66852685/2686、025-66087777-5028 

电子信箱 hjw@huadong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平板显示产业：拥有全球第一条应用金属氧化物IGZO技术的超高分辨率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该面

板生产线已量产，同时公司投资的成都平板显示第8.6代TFT-LCD面板生产线于12月28日顺利投片，受托管

理中电熊猫液晶第6代TFT-LCD面板生产线，将完成高分辨率技改项目。通过合理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得

到了优化调整，实现大中小尺寸产品的优化组合，实现了产品覆盖范围的最大化。产品主要面向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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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移动PC以及电视用面板及模组，供应国内外品牌客户。 

压电晶体产业：已完成全国晶体元器件产业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基地布局。公司晶体元器件

生产规模国内同行业领先，已成为国际性的晶体元器件制造商。  

触控显示产业：具备了STN、CSTN液晶屏及模块、触摸屏的设计、生产及测试能力，拥有国内一流

的生产设备；公司电阻式、电容式产品的研发和量产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磁电产业：具有多年研究、开发、生产品质一流的各类磁性元器件、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感器、逆变

电源等的专业历史，形成了从原材料磁粉、磁芯到电源、整机互为依托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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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988,894.87 1,576,591,996.21 280.25% 1,156,333,60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46,221.84 23,596,977.82 -50.65% 10,536,07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079,217.31 -419,325,875.30 -8.53% -139,885,36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6,083,548.75 890,552,649.44 -17.35% -30,014,07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052 -50.00% 0.0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052 -50.00% 0.0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22% -0.11% 0.1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33,776,463,254.52 33,792,112,243.31 -0.05% 31,964,575,06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79,940,778.17 10,770,616,518.10 0.09% 10,749,837,1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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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838,689.63 1,703,497,816.31 1,460,258,906.66 1,578,393,48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547,893.90 26,653,347.50 -52,732,701.69 287,273,46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171,596.21 22,375,477.03 -61,625,280.01 -156,657,81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08,289.36 259,116,343.36 -224,096,928.67 923,772,4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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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136,11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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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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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电熊猫

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1% 
1,110,344,8

28 
1,110,344,828 质押 555,172,414 

南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9% 488,566,244 488,566,244   

南京机电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78% 488,203,268 488,203,268   

南京华东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2% 163,832,956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71% 32,200,000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31% 14,1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6% 11,765,300    

深圳市国能通

达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6% 11,742,400 0   

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上

海市房屋维修

资金管理事务

中心、上海市公

房经营管理事

务中心） 

其他 0.25% 11,168,140 0   

韩文彬 境内自然人 0.20% 9,250,5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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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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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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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完成产业转型后的第一年，是平板显示成为公司支柱产业完整运营的第一年，根据发展

规划，公司以产业布局为战略引领，以提质增效为抓手，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夯实基础管理，发挥技术

优势，参与行业竞争。同时加快老产业的产品升级及技术改造。但因平板显示产品结构仍在优化，触控显

示产业市场未见明显好转，销售规模和利润空间萎缩等因素的影响，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9,498.90

万元，比上年增长280.2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4.62万元，比上年减少50.64%，每股收益0.0026

元，期末每股净资产2.38元。 

平板显示产业：报告期内，平板显示始终以提升产能、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开拓市场为中心，加强

精细化管理和技术上的攻坚克难，通过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使产能不断扩大，全年累计产出液晶面板3,725

万片。为抢占市场，平板显示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丰富产品种类，使可量产产品型号不断增加，年内完

成和尚在开发中的手机、平板、笔记本、显示器、电视机种11项，客户定制衍生品机种近30项，已分别进

入了认证、试做、量产的不同阶段；不断提升大中小尺寸产品的良率，全力推进技术、工艺、材料的开发

工作，目前产品综合良率已达90%以上；注重成本控制，持续完善采购管理和相关程序，加强供应链管理，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多维度动态量化考核并通过降价谈判、第二供应商替代、国产化等举措，严控成本，达

到降本预期。营销上，采取多方位规划销售经营策略，在稳固原有客户的基础上，利用专案方式进行新客

户的开发和产品导入，报告期内，大尺寸产品持续平稳销售，中小尺寸部分产销上升，2017年已通过了

DELL、HP审核认证，与ACER、熊猫、康佳、长虹、海尔、华勤、冠捷等客户保持着合作、沟通关系，

通过汽车行业IATF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等审核认证，以期形成新的增长点。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521,2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7%。 

晶体产业：新建产线的量产，使小尺寸产品产量同比提高80%，抓住了安防、通讯、手机类应用产品

市场需求旺盛的契机，增加了收益。同时，为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积极推进小型化产品产线的扩产，调

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报告期。内，实现优质客户的增加。廊坊晶体通过技术改造，严

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盈利能力，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1,1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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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显示产业：报告期内，触控显示对内加强管控，降低材料成本，对外力争毛利高的订单，积极争

取车载屏及智能家电订单。但因市场竞争持续加剧，销售规模萎缩，利润空间不断压缩，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28,23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 

磁电产业：报告期内，磁电科技研发的CAST产品罐形系列磁芯（PC40材料）送样达到TDK标准居国

内领先水平，磁电科技通过调整产品、市场结构，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例等措施，进一步开拓了市场。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7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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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显示及模组 4,914,074,327.65 143,870,620.15 -12.25% 580.49% 795.70% -14.47% 

触摸屏 172,435,547.25 -62,238,500.38 -12.97% -19.91% -66.40% 4.40% 

压电石英晶体元

器件 
287,104,822.91 6,330,946.85 20.01% -7.70% -83.34% 7.79% 

磁性材料 126,051,913.95 -4,115,239.69 15.80% 9.33% -125.79%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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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原因系本年平板显示公司进入正式生产经营期，销售收入及销售成本金

额较大。 

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总额：较上期变化原因系2017年由于市场需求变化，销售未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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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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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17年12月25日发布

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规定的施行日期执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

响： 

1、本公司执行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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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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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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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75,566.04元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00元。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83,454,880.78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0.00元。 

（2）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了相关成本费用。

比较数据不调整。 

财务费用：减少1,250,547.00元。 

（3）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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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905,224,810.59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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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20,929.14元，资产处置收益增加20,929.14

元；上年营业外收入减少444,537.52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517,868.24元，资产处置收益增加-73,330.72元。 

2、除上述事项外，其他因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无

需进行追溯调整。 

3、本次财务报表修订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及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

利润、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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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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