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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7                               证券简称：精测电子                          公告编号：2018-022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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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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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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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2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

税），送红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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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测电子 股票代码 3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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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疆 刘炳华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 53 号洪山创业中

心四楼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53号洪山创业中心

四楼 

传真 027-87671179 027-87671179 

电话 027-87671179 027-87671179 

电子信箱 chengjiang@wuhanjingce.com liubinghua@wuhanjingc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平板显示检测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营产品包括模组检测系统、面板检测系统、OLED检测系统、

AOI光学检测系统和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平板显示检测是平板显示器件生产各制程中的必备环节，在LCD、PDP和OLED产品

等平板显示器件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光学、信号、电气性能等各种功能检测，主要用以确认生产制程是否完好、分辨平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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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良品与否、对每道工序上的不良品进行复判以及对不良品分类并加以解析提升产线良品率。平板显示检测系统行业的发

展受下游平板显示产业的新增产线投资及因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所产生的产线升级投资所驱动，与平板显示产业的发展

具有较强的联动性。 

2017年，国内平板显示行业持续加大投资，公司紧抓下游面板投资增长的景气机遇，依托公司在平板显示检测领域“光、

机、电、算、软”的垂直整合能力以及良好的市场客户基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销售收入稳定增长，业绩同比有所上

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508.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8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07%。其中，AOI光学检测系统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40,554.3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9.12%，占2017

年营业收入45.31%，首次超过模组检测系统。模组检测系统依然保持竞争力，2017年实现收入33,204.89万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45.59%。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亦有明显增长，实现收入9,035.09万元，同比增长64.20%。 

   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继续加强自身在模组检测、AOI光学检测、OLED检测领域的技术储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

固公司在平面显示检测领域技术及市场优势。同时，抓紧推动半导体、新能源行业测试技术及产品的突破及落地，为公司未

来发展奠定基础，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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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80,970.69 524,012,059.04 70.81% 417,542,87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847,356.60 98,684,195.80 69.07% 76,750,39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594,211.94 88,374,691.72 74.93% 69,325,82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319,739.12 40,013,032.17 195.70% 40,072,45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7 1.60 29.38% 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7 1.60 29.38% 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8% 33.71% -12.63% 37.5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273,981,592.61 979,096,234.60 30.12% 438,444,85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5,043,957.78 708,023,003.51 20.76% 243,423,1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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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34,056.19 180,303,534.47 209,343,930.38 378,799,44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83,332.87 30,667,010.91 62,241,098.16 52,155,9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34,341.73 29,941,482.54 60,222,740.36 46,895,64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40,306.05 111,986,814.54 26,857,358.02 65,715,8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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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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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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70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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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骞 境内自然人 29.18% 23,904,000 23,904,000 质押 11,450,000 

陈凯 境内自然人 12.79% 10,476,000 7,857,000   

西藏比邻医疗

科技产业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9% 8,100,000 0 质押 2,200,000 

武汉精至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6% 4,800,000 4,800,000 质押 1,970,000 

胡隽 境内自然人 4.40% 3,600,000 0 质押 2,980,000 

曲水鼎龙泰豪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8% 1,950,000 0   

柯常进 境内自然人 2.27% 1,856,000 0   

沈亚非 境内自然人 1.76% 1,440,000 1,080,000 质押 212,000 

武汉精锐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200,000 1,200,000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锐进 52

期泓澄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5% 1,021,81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001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 2018 年初对外披露股东人数口径均按照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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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平板显示检测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营产品包括模组检测系统、面板检测系统、OLED检测系统、

AOI光学检测系统和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平板显示检测是平板显示器件生产各制程中的必备环节，在LCD、PDP和OLED产品

等平板显示器件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光学、信号、电气性能等各种功能检测，主要用以确认生产制程是否完好、分辨平板显示

器件良品与否、对每道工序上的不良品进行复判以及对不良品分类并加以解析提升产线良品率。平板显示检测系统行业的发

展受下游平板显示产业的新增产线投资及因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所产生的产线升级投资所驱动，与平板显示产业的发展

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多年来公司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坚持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创新道路，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创新与产品升

级，已形成光、机、电一体化能力，并具备平板显示检测全面解决方案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508.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8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07%。其中，AOI光学检测系统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40,554.3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9.12%，占2017

年营业收入45.31%，首次超过模组检测系统。模组检测系统依然保持竞争力，2017年实现收入33,204.89万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45.59%。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亦有明显增长，实现收入9,035.09万元，同比增长64.20%。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及目标，重点完成了如下工作： 

（一）主营业务快速增长，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2017年度，国内平板显示行业高世代产线投资继续增加，平板显示检测设备的市场规模同步增长，公司紧抓市场机遇，

依托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完善的市场及服务体系，不断深入面板制程，大力推动AOI产品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行业优势，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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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经营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508.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81%。其中，AOI光学检测系统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

40,554.3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9.12%，占2017年营业收入45.31%，首次超过模组检测系统。模组检测系统依然保持竞争

力，2017年实现收入33,204.89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5.59%。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亦有明显增长，实现收入9,035.09万元，

同比增长64.20%。 

（二）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技术实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11,709.37万元，占营业收入比13.08%，较上年增加33.99%。公司技

术研发通过完善信号协议及电气指标测试能力，制定面板检测设备的企业标准，通过两化融合贯标实现产品开发的规范化，

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品型号；公司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不断优化改善Module、Cell和Array各个制程的光学测试能

力，新增Cover Glass与BL产品的光学测试能力，不断提升平板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竞争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300项专利（其中111项发明专利，122项实用新型专利）、80项软件著作权、43项软件产品

登记证书。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通过开放创新与资源整合，维持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同时基于现有业务积极向

上下游领域进行延展，探索新的产品开发方向，保持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支持，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三）实施股权激励，稳定人才队伍 

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和规模增长，公司员工规模亦同步增长，为了更好的稳定研发、市场、管理等骨干员工队伍，同时吸

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公司，2017年，公司精准把握时机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45.38元/股的价格授予公司121名员工

190.7万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及时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激励机制，极大的稳定了公司人才队伍，促进提高了员

工工作积极性，同时亦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高度认同，为公司后续长远发展奠定了更扎实的基础。 

（四）积极对外投资，完善产业布局 

2017年，公司积极开展对外投资，配合公司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产业布局。 

设立精测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利用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区位优势，打造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统一

管理平台及对外投融资平台。 

增资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布局新的显示技术领域。将帮助公司抓住未来显示技术革新的良好机遇，充分整合各

投资方的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完善公司在显示行业全产业链的业务布局，促进公司战

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孙公司的设立，一方面能够更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与技术发展方向，同时为海外市场拓展特别是贴近美国科技

巨头客户提供支点，完善公司全球产业布局，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五）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6年IPO上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8,556,407.17元。其中147,879,407.17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10,677,000.00元用于武汉FPD检测系统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147,879,407.17元已于报告期内全部投入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武汉FPD检测系统生产研发基地

建设项目，2017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38,593,562.59元；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使用41,508,390.28元。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 

（六）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披质量 

2017年是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及信息披露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各类监管要求开展内控建

设、财务审计、三会运作等工作。2017年，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各类问询、检查并积极自查，同时根据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有关规定，采纳有关组织的合理建议，对《公司章程》中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时积极开展维护投资者关系工作，在遵守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回复互动易平台中

的投资者提问，举办多场次的机构投资者交流会、业绩说明会，始终保持投资者关系电话的畅通互动，保障了投资者与上市

公司的畅通交流，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有效履行了公众公司的义务，维护了公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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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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组检测系统 332,048,908.17 130,611,000.67 60.67% 45.59% 89.51% -9.12% 

AOI 光学检测系

统 
405,543,486.28 260,043,603.74 35.88% 89.12% 113.80% -7.40% 

平板显示自动化

设备 
90,350,936.06 62,089,872.51 31.28% 64.20% 52.72% 5.16% 

华东 421,272,151.37 207,309,669.44 50.79% 94.78% 87.48% 1.92% 

华中 113,664,219.05 63,564,885.86 44.08% 92.90% 197.63% -19.68% 

西南 149,715,345.03 81,872,666.21 45.31% 73.09% 228.88%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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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国内平板显示行业高世代产线投资继续增加，平板显示检测设备的市场规模同步增长，公司紧抓市场机遇，

依托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完善的市场及服务体系，不断深入面板制程，大力推动AOI产品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行业优势，取得

了良好的经营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508.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81%。其中，AOI光学检测系统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

40,554.3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9.12%，占2017年营业收入45.31%，首次超过模组检测系统。模组检测系统依然保持竞争

力，2017年实现收入33,204.89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5.59%。平板显示自动化设备亦有明显增长，实现收入9,035.09万元，

同比增长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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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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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审批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本期金额

分别为90,022,184.39元、168,962,1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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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上年、本期金额

全部为0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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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审批 其他收益：49,990,52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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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审批 上期营业外收入减少94,214.66元，本

期营业外收入减少810.61元，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 "营业外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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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审批 上期营业外支出减少0元，本期营业

外支出减少315,801.20元，重分类至资产

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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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在香港设立全资

子公司精测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公司编号：2621570。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对香港子公司实际出资，也尚未

实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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