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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9                   证券简称：艾比森                     公告编号：2018-033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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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江波 董事 出差 任永红 

赵晓 独立董事 出差 刘广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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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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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643,33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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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比森 股票代码 3003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文磊 董乐乐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

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 座 20 层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

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 座 20 层 

传真 0755-28792955 0755-28792955 

电话 0755-28794126 0755-28794126 

电子信箱 dm@absen.com jasper.dong@ab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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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LED全彩显示屏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开展LED显示屏酒店运营服务。公司LED全

彩显示屏产品涉及户外大屏、球场屏、租赁屏、舞台创意屏、小间距屏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广告传媒、

地产、交通运输、舞台演艺、广播电视、体育场馆、安防监控、指挥调度等领域。海外销售主要通过公司

及海外子（孙）公司销往海外市场，海外客户以经销商为主，并辅以大客户直销；国内销售主要通过大型

系统集成商、大型工程商等渠道销售以及通过大客户和大项目直销。公司酒店运营业务以向五星级、四星

级酒店（目前以五星级酒店为主）提供LED显示屏及配套服务，酒店向其客户提供会务视频服务，并向其

客户收取费用，然后公司向酒店收取费用。近年来，公司海外营业收入约占总营业收入的80%左右，出口

规模一直处于行业前列。公司拥有完整的产品线、完善的全球营销和服务网络、领先的技术储备、高端的

品牌形象及良好的行业口碑，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显示应用场景综合服务第一品牌”。 

（二）公司主要竞争对手 

1、美国达科公司（Daktronics, Inc.）成立于1968年，是专业生产LED 显示屏的企业，以体育、商

业和运输三个市场为主，于1994 年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2、利亚德（SZ:300296）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从事智能显示、景观照明和文化旅游的综合性高新技

术企业。智能显示业务，主要以多种显示产品为核心为各种行业的智能显示解决方案，应用产品主要包括

LED小间距电视、LED显示屏、LED租赁显示、LED创意显示和LCD大屏拼墙等系列产品；景观照明业务，为

客户设计景观亮化方案、现场实施、运营维护等服务；文化旅游业务，是指以声光电等技术和产品为依托，

体现城市文化内容，提升文化体验的解决方案。（资料来源于利亚德2016年年度报告） 

3、洲明科技（SZ:300232）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国内领先的LED应用产品与方案供应企业，主要为

国内外的专业渠道客户和终端客户提供 LED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主要从事 LED 显示产品与 LED 照明灯

具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资料来源于洲明科技2016年年度报告） 

4、联建光电（SZ:300269）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中高端LED全彩显示应用产品及营销服务的系统解

决方案提供商。联建光电在原有国内LED显示屏制造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公关策划、代理执行、广告平

台、互动活动、广告资源和数字显示设备在内的营销服务业务，致力于成为数据驱动的智能整合营销服务

集团。（资料来源于联建光电2016年年度报告） 

5、奥拓电子（SZ:002587）成立于1993年，主要从事LED应用产品和金融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相应专业服务。LED应用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体育、媒体广告、演艺租赁、交通、电视台、指挥中

心、智慧城市景观照明等领域；金融电子相关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银行、电信等领域。（资料来源于

奥拓电子2016年年度报告） 

6、上海三思成立于1993年，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LED显示和照明产品及其应用解决方案。（资料

来源于上海三思的公司网站http://www.sansitech.com/） 

7、相关竞争对手的2016年度及2015年度营业收入，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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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6年度营业收入 2015年度营业收入 

利亚德 437,793.52 202,262.51 

洲明科技 174,594.37 130,637.24 

联建光电 280,345.77 152,259.64 

奥拓电子 45,707.97 29,316.73 

注：数据来源于各公司已经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 

（三）行业发展现状及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LED显示屏面市以来，随着显示屏技术进步及成本的下降，显示屏从户外逐渐走入户内，

小间距技术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拓宽了LED显示屏的应用领域，如今小间距显示屏正在从最初的专业领域走

向商用领域，并开始引领行业的快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获得突破，部分电影院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小间距

LED显示屏替代传统影幕，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视听体验，租赁市场也随着商演活动市场的扩大蓬勃发展。

显示屏产品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显示屏行业逐步发展壮大，具有非常广

阔的发展空间。 

全球LED显示屏生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包括艾比森、利亚德、洲明科技、联建光电、雷曼股份

及奥拓电子等大型屏企业陆续登陆资本市场，除上述公司外，国内A股其他上市公司中也有涉足LED显示屏

研产销，另有一些显示屏生产企业登陆新三板，国内还有大量尚未登陆资本市场的显示屏制造商，其中以

强力巨彩、上海三思为代表，在市场中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海外显示屏生产型企业主要有美国达科公司

与三星集团。目前，整个显示屏市场份额还相对分散，但市场集中度已经在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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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386,406.42 1,165,998,433.50 32.71% 1,013,538,57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003,001.25 151,353,133.06 -29.96% 125,534,84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936,492.35 143,828,598.75 -38.16% 117,067,30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161,572.50 70,864,146.68 164.11% -23,735,808.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37 0.4765 -29.97% 0.39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22 0.4765 -30.28% 0.3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1% 16.56% -6.05% 15.0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799,176,210.75 1,647,605,749.80 9.20% 1,317,136,04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2,317,866.83 974,308,281.08 6.98% 856,409,3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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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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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54,424.72 314,644,074.27 371,489,731.46 663,998,17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42,730.16 21,725,919.37 20,988,869.44 50,445,48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20,290.50 18,479,274.35 19,641,521.75 42,595,40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5,228.94 23,904,595.15 121,261,965.95 50,030,2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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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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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上一月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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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彦辉 境内自然人 25.81% 82,507,669 80,909,982 质押 3,000,000 

任永红 境内自然人 19.19% 61,348,491 50,682,501 质押 2,000,000 

邓江波 境内自然人 19.18% 61,300,544 45,975,408 质押 14,900,000 

德兴市大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8% 17,201,292 0   

中国工商银行－

嘉实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5% 5,600,252 0   

谢丽芳 境内自然人 1.51% 4,813,151 0   

王会平 境内自然人 0.74% 2,353,278 0   

谢明 境内自然人 0.63% 2,021,600 0   

周炜 境内自然人 0.61% 1,935,300 0   

刘冬春 境内自然人 0.51% 1,642,3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丁彦辉先生、任永红先生、邓江波先生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并且为一致行动人。为强化对公司的控制关系、保证公司的持续高

效运营，三位股东于 2011年 8月 1日签订《共同控制协议》以确认并维持对公司的

共同控制关系，该协议确认：自公司设立至协议签订之日，三方一直通过在股东（大）

会、董事会采取相同意思表示、一致表决的方式，实施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共同控制。

同时，三位股东在协议中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后 60

个月内，三方在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提名权，及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上行使表权时，将继续通过采取相同意思表示、一致表决的方式，实施对公司经营

决策的共同控制。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即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由股东或董事决策的重大事项，三方将先行协商统一意见，在达成

一致意见后，三方共同向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提案，并（或）根据事先协商确

定的一致意见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审议事项投票表决。如果三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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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三方同意按照丁彦辉先生的意见作出最终决定，上述三方

与公司其他前 10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前 10名股东之间，根据公司问询，德兴市大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谢丽芳之间以

及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信息外，公司无

法获知前 10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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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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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ED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艾比森在坚持以“真”为核心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并坚定了未来三年聚焦 LED 显示屏

的发展路线，确保 LED显示屏的内生式快速增长，同时重点提升产品创新、运营效率、市场响应速度、服

务水平、品牌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调整组织架构，继续推进扁平化管理，对营销体系

进行调整，把销售业务区进行细化，提高了相关销售人员积极性，优化了组织运作效率，全面提升了客户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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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艾比森人在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稳步落实 2017 年的工作经营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5.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33%，其中 LED 显示屏实现营业收入 14.64 亿元，同比增长约 32%，显示屏酒店

运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217.14 万元，同比增长约 78%。 

一、主营业务 LED 显示屏销售订单和收入快速增长，小间距显示屏成为增速最快的领域 

报告期内，实现 LED 显示屏销售收入 14.64 亿元，同比增长约 32%，实现总签单约 17.70 亿元，同比

增长约 52%。报告期内，海外市场实现签单约 14.62 亿元，同比增长约 54%。其中，北美市场及拉美市场

签单表现亮眼，增长幅度分别达到约 90%与 74%；亚太市场的签单也有不俗的表现，同比增长约 60%。另外，

艾比森在 2017 年还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投入，实现了 3.08 亿 LED 显示屏签单，同比增长近 50%。 

报告期内得益于艾比森 LED 显示屏产品的高质量、高稳定、高效果的表现，2017 年艾比森成功赢得了

诸如 2018 年世界杯签约仪式舞台主屏（2,000 ㎡）、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业中心 WESTGATE 酒店户外广告屏

（1,400 ㎡）、亚洲最大购物中心南京金鹰世界户外广告大屏（609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运行中心的 LED

综合信息显示平台（166.9 ㎡）、中国广州保时捷亚洲最大数字店固装屏（100 ㎡）、缅甸 Water Festival

舞台异形屏等（400 ㎡）重大建设项目，进一步彰显了艾比森 LED 显示屏在中高端领域的雄厚实力。 

艾比森点间距在 3mm（含 3mm）以下的小间距 LED 显示屏因其在技术、质量、效果等方面的出色表现

而赢得了中高端市场的欢迎，被广泛运用于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展览、会议室等领域。报告期内，艾比森

点间距在 3mm（含 3mm）以下的小间距产品累计签单约 8.35 亿元，同比增长约 99%。据渤海证券研究所资

料显示，随着 LED 小间距显示屏技术的逐步成熟、价格下降以及在商显领域的快速渗透，2017 年-2019 年

小间距市场规模将会保持 50%的增长速度，而在艾比森具有传统优势的海外市场，小间距市场也拥有巨大

的提升潜力，小间距产品将是艾比森未来重点关注的领域与着力点之一。2017 年，深圳市龙岗区智慧运行

中心的 LED 综合信息显示平台应用的是艾比森 CR 系列 1.2mm 小间距产品，面积达 166.9 ㎡，整屏超过 1

亿像素，相当于 12.5 个 4K 的超高清分辨率，为目前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 LED 显示屏，代表了当下 LED 小

间距显示屏应用领域的领先水平。 

二、显示屏酒店运营业务保持领先优势 

 艾比森作为最早进行显示屏酒店运营服务的公司之一，该项业务在 2017 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艾比森酒店运营业务累计签约酒店 244 家，已基本覆盖中国主要城市和区域中

心城市。其中，五星级酒店累计签约 151 家，客户群体覆盖万豪酒店集团、洲际酒店集团、希尔顿酒店集

团、凯越酒店集团、威斯汀及嘉里酒店等国内外一线知名酒店集团。 

 报告期内，显示屏酒店运营业务在原有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服务半径，开始承接完整的会务、

司庆等衍生增值服务。截至本报告期末，艾比森显示屏酒店运营业务承接了会务、司庆等活动，共实现会

务收入约 240 万元。       

 报告期内，艾比森显示屏酒店运营及会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4,217.14 万元，同比增长约 78%，已成

为当之无愧的 LED 显示屏酒店运营细分领域的领先品牌，并于报告期内荣获第十七届中国饭店金马奖“中

国最佳酒店 LED 屏供应商”。 

三、持续挖掘体育领域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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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8 月塞浦路斯球场上竖立起第一套艾比森 LED 球场屏，公司管理层就对体育领域的 LED 显

示屏应用高度重视，先后为荷甲、意甲、欧洲杯、德甲、世俱杯、法甲、俄超和葡超等国际顶级联赛提供

了近 100 套球场屏。2016 年 11 月，艾比森与中超公司签订了《2017 年-2020 年中超联赛赛场 LED 全彩显

示屏官方供应商赞助协议》，成为中超联赛的官方合作伙伴。报告期内，艾比森与中超公司已携手度过中

超联赛 2017 赛季，双方基于对前期合作的肯定，在互信互惠、共赢未来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12 月签订了

《补充协议》（公告编码：2017-097），双方一致同意合作期限由原来的 4 年延长为 5 年，协议期延长至 2021

年度，并且协议期内支付的权益现金对价总额减少为 2,000 万元。艾比森将在未来的合作期限内，与中超

公司一起推动中国足球的进步与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与体育传媒公司达成协议，已成功转让中超赛场广

告发布权。 

报告期内，艾比森除了和中超联赛展开合作外，还相继为中国足球协会杯赛、国际冠军杯比赛、中德

国际足球邀请赛与苏宁易购双十一传奇足球等比赛与活动提供 LED 球场显示屏租赁服务。 

报告期内，艾比森除了在国内体育市场不断发力，在海外高端体育市场也保持着高质量的增长。2017

年 10 月，由艾比森承建的现今全世界面积最大 LED 漏斗屏（500 ㎡）-美国魔鬼队冰球场主场用屏落成。

艾比森 LED显示屏优质的显示效果，赢得客户和球迷的一致好评。  

同时，艾比森在 2017 年正式成为 2018 年 FIFA 世界杯的 LED 显示屏设备供应商之一，由艾比森提供

了 2018 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舞台主屏（2,000 ㎡）。另外，艾比森 LED 显示屏的身影还将亮相 2018 年世界

杯三大主赛场——罗斯托夫体育场、加里宁格勒体育场和喀山体育场，与全球球迷共享世界杯足球盛宴。 

四、进一步推进产品创新，爆款产品不断涌现 

报告期内，艾比森制定了未来三年技术路线，为艾比森技术和产品研发规划了蓝图。同时，艾比森继

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年共投入研发费用 8,023.5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66%。报告期内，艾比森进一步

充实和完善了研发团队建设，为实施艾比森技术路线奠定人才基础。艾比森推出了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下

一代“NXTGEN”创新技术，已经率先上市采用以 COBALT 技术和 HBB 技术为特色的主打创新产品平台—Absen 

Polaris(PL)系列，其中 PL1.5pro 和 PL1.9 采用了 COBLT 技术，目前该系列产品主要面向海外市场，该系

列产品采用超高密度集成三合一封装技术、集成显示驱动技术、高精度显示灰度控制技术和亮色度逐点一

致化校正技术，有效解决了小间距产品现在存在的众多问题，并具有提升显示效果、防尘、防水等特性，

因此 COBALT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扩展 LED 显示屏的应用空间，有效提高了艾比森的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还推出了专注于室内控制的 CR 系列产品产品、专注于室内商显的 A27 系列以及特别

为舞台租赁设计的 DV 系列。CR 系列与 A27 系列均采用 CrvstalView 专业画面处理技术，具有高刷新率、

高对比度、广色域、能满足室内多环境下的应用。CR 系列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稳定性，以满足

室内监控等特种需要的安全要求。DV系列具有卓越的拼装、锁扣系统设计、能够快速精确的实现弧度拼接，

无需工具，即可快速在-7.5°至+10°之间调整舞台屏体，带来更高的拼接灵活度，满足舞台创意的展现。

CR 系列、A27 系列与 DV 系列产品推出以来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成功赢得诸如浙江省钱塘江管理

局室内监控显示屏项目（CR 系列）、印尼雅加达 T3 航站楼室内显示项目（A27 系列）。截至本报告披露之

日，DV 系列已累计销售超 7 万个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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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梳理品牌定位，进一步提升国内外知名度 

 良好的企业品牌是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强化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力，可以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2017 年度，艾比森聘请了国内前 10 大营销策划人为公司的首席品牌顾问，并启动公司品牌“蜂芒计划”

第一期，通过对行业、竞争对手、客户等渠道进行品牌研究，在综合提炼了各方面数据并结合艾比森自身

优势和愿景的基础上将艾比森品牌定位为“至真 LED 显示屏应用与服务提供商”，公司将致力于为广大客

户提供至真产品、至真应用、至真服务，从产品输出型企业向“产品+应用+服务型”企业转型，为公司发

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期内，艾比森参加了多个国内外展会，并斩获多项大奖，大大提升了国内外品牌知名度，进一步

提高了公司在海内外的市场影响力。本年度，艾比森参展欧洲专业视听设备与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展览会(以

下简称ISE)，小间距产品HDV1.6mm在本次展会上荣获产品安装大奖(BEST SHOW’17 PRESENTED AT ISE2017)；

艾比森创新产品 M2.9 荣获第 19 届年度 AV Award 音视频专业音频产品大奖；艾比森新品 A2725 登陆美国

达拉斯 Worship 设备会议&展览，一举夺得“2017 WFX 新品大奖”。艾比森品牌除了在国际市场备受认可，

在中国市场也屡或殊荣。报告期内，艾比森在国内先后获得：2017 年最具价值品牌、2017 年 LED 户外广

告及场馆应用屏十佳品牌、2017 年度十大 LED 小间距品牌奖、2017 年度行业优秀品牌奖、2017 年中国安

防(图像显示类)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等大奖，彰显了专业人士与市场对艾比森品牌极高的认可度。 

六、公司推进市值管理，彰显未来发展信心 

 报告期内，艾比森创始人丁彦辉先生重任总经理，对公司产品研发、销售体系、供应链管理、品牌宣

传及组织结构等进行了改革，带领艾比森在 2017年取得了显示屏订单同比增长约 52%的成绩，重回快速增

长的轨道。同时，艾比森控股股东丁彦辉先生与邓江波先生于报告期内对公司股票进行了增持，艾比森针

对中高层及核心员工推出了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彰显了公司上下对未来发展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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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显示屏 1,464,045,519.66 532,417,757.78 36.37% 32.48% 39.8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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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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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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所致；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

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减少主要系汇率变动使公司汇兑损失增加；公司加大研

发投入；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包括对深圳威斯视创技术有限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中超项目带来成本和费

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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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8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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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故公司将相应政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

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变更会

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

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码：2017-059）。 

2）2018年4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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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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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同时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相关规定， 将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收益由“营业外收入”转入“资产处置收益”403,589.73元，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调整，将上年营业外收入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0.00元、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618,570.78元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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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码：20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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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艾比森墨西哥公司在墨西哥华雷斯注册成立。2017年10月，艾比森墨西哥公司10万美元

实收资本到位，开始实际经营，本报告期将其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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