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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告编号：2018-022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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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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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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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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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洁科技 股票代码 0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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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玉燕 王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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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8 号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8 号 

电话 0512-66316043 0512-66316043 

电子信箱 zhengquan@anjiesz.com zhengquan@anjies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电子精密功能性器件和精密金属零件领域，专业为智能手机、台式电脑及笔记本电脑、智能穿戴设备

和智能家居产品等中高端消费电子产品及新能源业务提供精密功能性器件生产和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参与客户最终产品的前期研发，为客户提供选材、设计、试制和批量生产的综合解决方案，已经与国际和国内多家

品牌客户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公司与客户的共同成长。由于公司研

发能力较强，并随着与客户战略合作关系的保持和深化，公司配套的精密功能件数量和类型也是在不断增加。公司不断增强

研发和制造实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模具开发和设备运用经验，其掌握的多项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以及精密制造实力获得

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并在消费电子世界顶级企业的供应链中长期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份额。 

    2014年，公司完成收购的全资子公司新星控股从事生产的精密金属零件主要分为两大类：信息存储硬盘相关精密金属零

件和汽车产品精密金属零件，新星控股生产的信息存储硬盘相关精密金属零件主要是应用于机械硬盘和混合硬盘的硬盘顶

盖、磁盘夹具、磁盘分离器，新星控股的主要客户为希捷、博世等。 

    2016年，公司成功切入新能源汽车业务，为新能源汽车国际客户提供配套精密功能性器件和精密金属零件。 

    2017年，公司完成收购的威博精密的主营产品为消费电子金属精密结构件，威博精密具有冲压、锻造、CNC加工、金属

打磨、激光雕刻、MIM（粉末冶金）、纳米注塑、金属喷砂、阳极氧化、平面研磨、产品点胶组装等金属精密结构件所需

工艺能力，已成功为小米、OPPO、VIVO、华为、联想（含摩托罗拉）等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厂商配套生产，拥有广泛的客

户群体，得到了客户和市场的认可。公司整合公司和各子公司在生产、运营管理和销售上的优质资源，发挥双方的优势互补

效应，实现双方技术、管理经验和双方客户的顺利迁移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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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600,818.92 1,827,662,448.93 48.53% 1,880,430,51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480,069.92 387,109,169.17 1.13% 307,044,85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290,195.38 360,040,113.86 3.12% 293,441,94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85,560.27 567,057,136.01 -47.49% 234,717,5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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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6 -7.58%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6 -7.58%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2% 15.39% -5.67% 21.4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718,401,010.01 3,256,074,006.10 167.76% 3,087,688,86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71,425,712.73 2,589,466,488.30 161.50% 2,321,783,0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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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808,823.50 432,532,590.08 799,003,427.15 1,054,255,97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746,680.68 77,265,088.47 176,842,854.49 47,625,44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186,511.78 73,283,176.72 167,183,264.93 45,637,24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052,512.29 105,399,856.95 30,282,083.36 49,051,1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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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因为在第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有分类调整，在报告期末做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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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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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莉 境内自然人 27.13% 204,050,714 153,878,035   

王春生 境内自然人 19.38% 145,800,000 109,350,000   

吴桂冠 境内自然人 4.78% 35,980,350 35,98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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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镇波 境内自然人 4.47% 33,594,386 33,594,386   

柯杏茶 境内自然人 2.84% 21,378,246 21,378,246   

练厚桂 境内自然人 1.88% 14,172,632 14,172,632   

黄庆生 境内自然人 1.88% 14,172,632 14,172,632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1,508,402 0   

中车金证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3% 6,207,324 6,207,324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6,207,324 6,207,3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吕莉夫妇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吴桂冠与吴镇波为表兄弟，属于一致行动人；对于其他股东，

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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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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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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变化，加快产品升级的步伐，以降本增效为抓手，构建更为高效的客户服务体系，提升公司快

速反应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紧紧围绕2017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经

营管理团队带领全体员工抓住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加强管理、严格控制费用，并整合内外部资源，深化公司的行业覆盖能

力。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良好，运营平稳，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14,600,818.92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8.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480,069.92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3%；基本每股收益0.6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58%。 

在持续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强化成本管理、完善运营模式，化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所带来的

压力，不断开拓新兴业务，并取得较好成效，公司不断构建平稳的产业链市场架构，持续加大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投入，

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工程优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此外，在全球经济与行业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愈加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着重提高对行业未来可行性的开发能力，围绕公司战略定位，突破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经过项

目风险以及收益水平多维度的甄选，成功收购拥有金属小件整套加工工序的威博精密100%的股权。 

公司将继续秉持“产品多样性、行业应用多样性和区域多样性”的经营策略，采取多模式产品开发路径，着力于高水平的

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公司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精密功能性器件和精密金属零件市场拓展，持续通过信息化管理提

升运营效率，推动公司持续增长，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管理体制，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建立有效、顺畅的管理流程，进一步

规范各级子公司的管理程序，同时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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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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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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类电脑及通

讯产品功能件 
1,284,062,762.00 805,437,092.55 37.27% 26.69% 29.66% -1.44% 

信息存储及汽车

电子产品分部 
876,625,839.05 573,741,443.00 34.55% 13.40% 6.27% 4.39% 

消费类电脑及通

讯产品金属结构

件 

480,774,732.28 309,185,152.00 35.69%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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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收购威博精密100%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顺利实施，威博精密于2017

年8月1日正式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威博精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使得公司2017年度相关数据指标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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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并

规定自2017年6月12日起，新修订的准则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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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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

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

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增加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适用新的会计政策影响本期利润表项目及金额： 

 “营业外收入”，调减4,020,831.31 

 “其他收益”，调增4,020,8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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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新增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惠州捷凯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威博工艺有限公司、

苏州适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六家合并单位，上述公司主要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或者公司直接投资取

得上述控制权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洁资本，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因此，公司对安

洁资本的合并期间为2017年5月—2017年12月。 

（2）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威博精密于2005年3月11日在广东省惠州市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607,429,977.54元。2017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威博精密100%股权，并于2017年8月1日完成股权交割，威博精密正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

威博精密全资子公司惠州捷凯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威博工艺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因此，威博精密、捷凯科技、威

博工艺的合并期间为2017年8月—2017年12月。 

    （3）苏州适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以子公司福宝光电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适新金属，注册资本1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因此，公司对适新金属的合并期间为2017年11月—2017年12月。 

（4）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因此，公司对深圳

安洁的合并期间为2017年12月。 

2、本报告期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苏州苏港表面处理有限公司、Seksun Investments Pte.Ltd.（适新投资有限公司）

两家单位，上述公司主要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或者公司直接出售股权或注销导致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苏州苏港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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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7年7月，公司下属子公司适新香港与自然人张卫国签署关于出售苏州苏港60%股权的转让协议，2017年8月取

得由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适新香港将不再持有苏州苏港股

权。因此，苏州苏港从2017年8月起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Seksun Investments Pte.Ltd.（适新投资有限公司） 

Seksun Investments Pte.Ltd.于2017年12月完成注销变更手续，从2017年12月起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莉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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