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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0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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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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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0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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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兰平 杨婷婷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 72 号烽火电子董事

会办公室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72号烽火电子董事会

办公室 

传真 0917-3625666 0917-3625666 

电话 0917-3626561 0917-3626561 

电子信箱 sxfh769@163.com sxfh76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家军民用通信装备及电声器材科研生产骨干企业，是科技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军工科

研生产资质及专业汽车生产企业资质。公司坚持“做强主业、创新驱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发展思路，

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积极发展高新技术通信产业，努力建设通信电声科研生产基地。 

公司主导产品有：短波通信设备、超短波通信设备、航空搜救定位设备、车机内音频控制系统、无线

射频识别系统、电声器材等。军用产品为多军兵种提供了优良的通信装备；民用产品广泛应用于应急保障、

抗震防汛、公安人防、海洋运输等领域，并远销东南亚、非洲及欧美等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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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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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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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717,229.83 1,119,101,709.34 8.72% 1,077,069,57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03,779.46 88,240,112.21 -21.01% 76,462,74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971,855.29 86,610,149.78 -26.14% 72,599,78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727,630.27 -28,612,932.21 - 147,488,77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2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8.27% 下降了 2.50 个百分点 7.8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776,047,170.92 2,308,463,967.79 20.26% 2,266,404,64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8,847,046.78 1,141,719,816.26 12.01% 1,022,621,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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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91,745.81 309,259,168.69 183,001,614.65 592,964,70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21,564.47 35,996,726.87 -10,378,491.58  63,607,10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09,954.79 35,528,969.32 -12,168,974.45  59,621,81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02,066.07 14,652,494.43 -40,861,446.62 266,538,6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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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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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73% 252,085,786 0 - -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5% 77,037,508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7% 8,282,811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3% 6,830,404 0 - - 

邵红珊 境内自然人 0.72% 4,352,6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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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6% 3,989,748 0 -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隆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0% 3,033,679 0 -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29% 1,749,610 0 - - 

刘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6% 1,600,000 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108,686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

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是"

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

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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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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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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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27.7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0.2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2.79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11.99%，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6970.3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02%。2017年公司研发费用支出1.53亿元，较上年增长

13.57%。 

1、概述 

1）通信主业稳中向好 

报告期，公司多措并举推进业务发展，企业经营持续向好。军品市场方面，400W短波电台实现多平

台推广并扩大列装；紧急定位设备在新平台顺利列装；航空搜救装备实现当年鉴定和订货，单笔合同的订

货数量、合同金额均创历史之最；信息化改造取得某军加改装总师单位资格；电声产品实现对火箭军的有

效突破；超短波中继天线首次实现无人机平台列装。 

民品市场方面，多功能便携式侦查预警系统首次实现对核工业部门装备；铁路平调系统取得入网证

并中标成都铁路局项目；中移动储能车中标云南移动设备采购项目；通信指挥车首次中标机场项目。 

军民融合方面，公司以理事长单位身份组织宝鸡市军民融合产业联盟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国际防务西非、东非等市场得到开拓；民航市场机载定向机、救生电台、机内通话器等五型产品助力“鲲

龙”AG600首飞；音频通信系统项目中标出口型多用途教练机。 

2）科研创新硕果累累 

报告期，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发展之路，围绕科技创新做乘法，发展动力明显提升。配

套国家重点平台项目的新品研制有序开展；陆航手持台、重装空投通信导航系统研制已达鉴定状态，为后

续批产奠定了基础；新型地空短波通信系统、新型20/125W短波电台、新型超短波电台等多型产品完成竞

标样机研制；后勤保障部开放研究项目便携式搜寻终端中标；舰载预项目竞标取得研制资格；某部队系统

集成CDMA终端项目顺利中标。 

数据传输、信息接收等核心技术的有效突破，提高了短波通信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和远距离通信的可

靠性；综合防护技术的突破，为分离式应急定位与数据记录设备竞标胜出创造条件；复合式有源降噪技术

取得突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工艺创新成效显著，北斗暗室的技术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了技术测试能力；三坐标测量机设备的

验证与应用，标志着公司测量技术由二维平面测量迈入三维空间测量；3D打印设备的验证与应用，有效提

高了零件加工效率；灌封工艺的研究及应用，填补了公司在灌封工艺方面的空白。 

3）能力建设卓有成效 

一是能力建设方面：三大能力建设有序推进。“数字研发”完成方案评审及优化，初步明确了建设方

向，为项目实施奠定了基础。“智能制造”完成方案评审及优化，SMT柔性生产线、电台自动调试测试系统

等部分先进生产试验设备已安装到位，为智能车间建设奠定了硬件基础。“卓越服务”完成能力建设实施方

案编制，初步组建了兼职服务队伍，加强了对专、兼职服务人员的培训，开展了培训教材建库、客户及装

备信息收集等工作，为卓越服务能力提升奠定了基础。科研生产试验大楼投入投用，研发条件明显改善；

卫星通信及北斗导航通信系统研发产业化项目完成部分升级改造工程；长安通信产业园一期工程接近尾

声；姜谭工业园二期工程建成使用。 

二是软实力建设方面：①对外合作步伐加快，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组建西安艾科特声学科技公司，

推进空间降噪业务产业化发展；“陕西烽火-西电通信技术研究院”组建方案通过评审；成立了“烽火成都数

字集群研发中心”，推动数字集群产业化发展；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分别建立了联合实验

室，推进民用通信技术发展。 

②公司圆满完成建军90周年阅兵保障任务，被受阅部队授予“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等荣誉；出色完

成某高原边境保障任务，某军区发感谢信给予高度评价；主动作为，圆满完成空军五大战区、海军三大舰

航装备的巡检巡查任务。 

③报告期，公司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获专利授权

49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公司董事长唐大楷先生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十大创业领袖”称号。 

4）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人才激励方式更加多样。实施核心骨干员工中长期激励，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内话事业部

模拟岗位分红方案”，促进建立企业与员工共识、共创、共担、共享的事业共同体。围绕核心主业，通过

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全年引进、聘用从事通信技术、声学技术和战略规划等行业的博士研究生和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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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才共计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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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备 1,116,806,513.75 637,521,856.27 42.92% 16.70% 16.41% 0.15% 

电声器件 77,722,092.14 29,679,020.46 61.81% -33.93% -58.58%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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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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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
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的格式
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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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 
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
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营业外收支。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相关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
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及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损益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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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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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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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本公司投资设立西安艾科特声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

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唐大楷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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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