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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1                           证券简称：麦迪电气                           公告编号：2018-016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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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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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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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163,33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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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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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迪电气 股票代码 3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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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臻 黄婉香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舫山南路

808 号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舫山南路

808 号 

传真 0592-5626612 0592-5626612 

电话 0592-5676875 0592-5676713 

电子信箱 James_Li@motic-electric.com flora_huang@motic-electri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有两个主营业务，分别环氧绝缘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和光学显微镜、数码显微镜和显微图像集成系统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形成“环氧绝缘件+光学显微镜”的双主业模式。 

环氧绝缘件产品应用范围主要涵盖了10kV～550kV中低压、高压、超高压等多个电压等级并具备了特高压等级产品的生

产技术；主要产品包括三相或单相绝缘子、绝缘台、绝缘筒、绝缘杆、密封端子、固封极柱、套管、支柱绝缘子以及磁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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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气化铁路用绝缘器件。该产品是电气设备中用于隔离不同电位导体的关键部件，能够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能

量转换、能量传输与信息传输的目的；其在不同的电气设备中，根据产品技术要求的需要，起着隔离、支撑、固定、贮能、

灭弧、改善电位梯度、防潮、防霉、防辐射以及保护导体等诸多作用。环氧绝缘件的性能直接决定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可

靠性、稳定性等各项性能指标，一旦出现故障，无论何种电气设备都将失去其正常的运行能力，并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停电事

故，甚至可能引发输配电设备的起火、爆炸等安全事故。环氧绝缘件是电力设备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光学显微镜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业和生物医学领域。其中，光学显微镜是利用光学原理，

把人眼所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成像，以供人们提取微细结构信息，是集光、机、电及数字技术于一身的精密仪器。数码

显微镜是在光学显微镜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成像技术实现目镜成像向计算机系统大屏幕转移的精密电子仪器系统。显微集成图

像系统是在数码显微镜的基础上利用网络通讯技术实现多台数码显微镜互联互动的精密电子仪器系统。公司利用自身在产品

研发、生产管理、产品工艺、品质管理和客户管理上的优势，向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终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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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534,210.47 731,874,211.37 8.70% 714,032,57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324,230.52 113,668,876.30 14.65% 94,755,15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327,454.34 107,491,077.18 15.66% 71,349,06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469,559.43 112,991,329.47 42.90% 122,988,09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66 0.2235 14.81% 0.1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54 0.2228 14.63% 0.1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7% 12.26% 0.01% 11.3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294,659,207.07 1,134,340,170.31 14.13% 1,044,838,5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9,565,761.85 991,307,755.53 9.91% 885,033,7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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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51,265.79 201,957,098.98 205,551,435.79 221,974,40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05,413.35 34,109,427.63 32,802,966.52 43,206,42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11,694.25 32,131,143.77 31,415,078.98 40,769,53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4,621.14 34,759,948.13 39,212,679.60 75,892,3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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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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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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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奥迪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92% 208,762,140    

香港协励行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15% 123,220,204 123,220,204   

厦门麦克奥迪

协创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8% 13,691,132 13,691,13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0% 6,652,000    

赵炳利 境内自然人 0.85% 4,331,725    

H&J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0.65% 3,322,040    

三明弘宇嘉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2,494,340    

三明格林斯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2,424,140    

程月茴 境内自然人 0.38% 1,947,085    

三明恒盛行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1,85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泽声先生与 Hollis Li 先生系叔侄关系，杨泽声先生与张新民先生系舅甥关系。杨泽声先生

通过麦克奥迪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7.16%股权，通过香港协励行间接持有公司 4.23%股权，合计

间接持有公司 11.39%股权；Hollis Li 先生通过 H&J（HK）间接持有公司 0.65%股权；张新民

先生通过三明恒盛行间接持有公司 0.198%股权。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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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两个主营业务，分别环氧绝缘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和光学显微镜、数码显微镜和显微图像集成系统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形成“环氧绝缘件+光学显微镜”的双主业模式。 

环氧绝缘件产品应用范围主要涵盖了10kV～550kV中低压、高压、超高压等多个电压等级并具备了特高压等级产品的

生产技术；主要产品包括三相或单相绝缘子、绝缘台、绝缘筒、绝缘杆、密封端子、固封极柱、套管、支柱绝缘子以及磁悬

浮和电气化铁路用绝缘器件。该产品是电气设备中用于隔离不同电位导体的关键部件，能够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

能量转换、能量传输与信息传输的目的；其在不同的电气设备中，根据产品技术要求的需要，起着隔离、支撑、固定、贮能、

灭弧、改善电位梯度、防潮、防霉、防辐射以及保护导体等诸多作用。 

光学显微镜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业和生物医学领域。其中，光学显微镜是利用光

学原理，把人眼所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成像，以供人们提取微细结构信息，是集光、机、电及数字技术于一身的精密仪

器。数码显微镜是在光学显微镜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成像技术实现目镜成像向计算机系统大屏幕转移的精密电子仪器系统。显

微集成图像系统是在数码显微镜的基础上利用网络通讯技术实现多台数码显微镜互联互动的精密电子仪器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8.7%，利润总额15,077.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32.42万元同比增长 14.65%.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请详见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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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产品 397,640,243.86 123,062,297.44 30.95% 15.24% 20.98% 1.47% 

显微镜产品 397,893,966.61 209,258,365.11 52.59% 2.86% 9.52%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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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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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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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包括麦克奥迪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EHK”）、麦迪驰杰（厦门）模具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驰模具”）、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实业”）及其下属的各级子公司、麦克奥迪

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沈阳麦克奥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睿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麦克奥迪（厦门）电气销售有限公司，

其中麦克奥迪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沈阳能源公司、麦克奥迪（厦门）电气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科睿博为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

围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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