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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18-015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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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7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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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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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777,0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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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讯自控 股票代码 3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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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

万讯自控大楼董秘办 
 

传真 0755-86250389-10  

电话 0755-86250365  

电子信箱 donghuiyu@maxoni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现场仪表、二次仪表及压力仪表等，其中现场

仪表包括电动执行器、楼宇执行器、气体探测器、电磁阀、流量计、物位计、工业阀门等，二次仪表包括信号调理器、安全

栅、电量变送器等，压力仪表包括压力变送器、压力开关、温度变送器及压力检测仪等。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被广泛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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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信息采集、传送、显示、记录和控制执行，被誉为“工业信息机器”和“工业IT”。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是现代工业

的基础行业，为冶金、有色金属、化工、电力、石油、建材、造纸、制药、环保、国防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基础部件，

其技术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公司在上述主营产

品的基础上，也积极在工业智能化仪表、传感器、高端数控系统以及工业机器人等新兴相关领域有所拓展，这些产品目前仍

处在培育期。 

公司所处的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产品需要在不断的试错和改进中逐渐成熟，技术积累周期较长，

应用领域广泛，产品品种繁多，从业企业众多，每一大类产品都有包括国际大型专业跨国公司在内的众多企业进行竞争，行

业内缺乏绝对主导地位的企业。近年来，随着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钢铁、火电、化工、造纸等部分

高能耗行业的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新建项目数量下降，而环保、市政、石化等领域的政策性投资则有所加大，各下游行业对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的需求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将为中国经济

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新兴产业和落后产业转型升级则会增加工业自动化仪表需求。在政府大力提倡的环保领域，

环保产业现有的自动化监测水平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环保类仪器仪表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市政领域，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改善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水网、热网、电网、天然气网络等市政

基础工程项目的投资力度；在石油石化领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动的石油能源需求方兴未艾，目前的财政政策并不会影响

长期投资，我国许多地方的石油，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将需要更换，同时为了应对节能减排的诉求，大量老旧设备都将进行大

规模技术改造或扩大生产能力，以提升工厂的自动化水平和过程控制效率。因此，上述可预见的需求将给工业自动化仪表行

业带来不小的发展空间。公司是行业中少数A股上市企业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积累和不断发展，公司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持续增强，是同行业中拥有较大规模、较全产品系列和较强技术、市场能力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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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912,822.80 448,337,435.51 23.10% 390,165,27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64,950.75 26,705,173.98 66.13% 12,718,47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06,616.89 22,306,548.58 82.49% 12,072,70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43,626.29 78,182,244.62 -22.18% 26,927,66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70.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0 70.00%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3.80% 2.23% 2.3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196,062,010.64 939,080,470.31 27.37% 920,234,66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2,618,169.84 722,642,998.52 29.06% 696,652,404.4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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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2,865,431.25 116,955,763.19 172,618,899.54 179,472,7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3,859.89 7,619,850.25 33,099,114.83 342,1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1,059.39 6,972,788.09 32,487,604.04 -1,474,83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72,720.52 12,751,425.11 29,963,160.34 10,956,3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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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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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宇晨 境内自然人 21.76% 57,903,751 43,427,813 质押 21,294,000 

尊威贸易(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5% 22,746,500 17,059,875   

傅晓阳 境内自然人 7.58% 20,163,251 15,122,438 质押 9,820,000 

孟祥历 境内自然人 5.43% 14,446,600 0 质押 11,090,000 

王洪 境内自然人 5.02% 13,372,437 12,591,391 质押 6,027,10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2.26% 6,022,323 0   

郑维强 境内自然人 1.92% 5,101,625 3,826,219   

仇玉华 境内自然人 1.70% 4,522,488 3,391,866 质押 2,070,000 

刘英 境内自然人 0.86% 2,300,000 0   

熊伟 境内自然人 0.86% 2,281,932 2,264,820 质押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傅宇晨与傅晓阳是兄弟关系；傅宇晨与孟祥历是表兄弟关系。上述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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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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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仪表 432,291,648.90 242,341,104.40 56.06% 24.11% 26.47% 1.05% 

二次仪表及其他 50,625,031.77 27,590,089.80 54.50% 23.43% 18.72% -2.16% 

压力仪表及配件 25,744,380.56 12,412,982.47 48.22% 26.87% 38.53% 4.06% 

工程安装 33,613,773.67 7,295,581.05 21.70% -2.63% 15.82%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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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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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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按照新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30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本公司在编制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时按照本次通知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修订后财务报表与本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相关的部分为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

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 

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资产处置收益”科目增加382,828.18元，“营业外收支”科目减少382,828.18元。 

②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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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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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

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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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支。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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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

依据 

成都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2017.8.1 35,400,000.00 收购 2017.7.31 取得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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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7年3月28日，本公司出资设立西斯特控制设备（天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00万元整，其中公司持股90%，自设

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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