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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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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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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3293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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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珈伟股份 股票代码 3003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琼阁 朱婷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099 号中国储能

大厦 33A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

厦 33A 

传真 0755-85224353 0755-85224353 

电话 0755-85224478 0755-85224478 

电子信箱 jw@jiawei.com jw@jiawe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把新能源开发和应用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攻方向，通过深入研判产业趋势和市场变化深化发

展战略。近年来，公司在夯实光伏照明业务的基础上，延伸光伏电站、石墨烯、锂电池及储能产品，形成了产业融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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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局，促进了板块间的协同创新、共同奋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光伏电站方面：公司光伏电站经营模式为光伏电站EPC业务和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光伏电站EPC主要是指公司受业

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维护全过程总承包建设，并按合同约定收取相关费用。光伏电站投资运

营业务主要是公司或者第三方作为电站项目载体，进行项目开发。光伏电站建设完成及并网发电后，公司可以对外转让电站

或自持运营发电取得电费收入。光伏电站属于国家大力鼓励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目前本行业发展对政府补贴政策存在较大的

依赖，公司在光伏电站方面采取精选项目的原则，凭借扎实的综合实力和良好的业界口碑，确保项目持续开发的稳定性。 

     光伏与照明产品方面：主要分为三大类，包括光伏类产品、照明类产品及光伏与照明结合的产品。光伏类产品主要为共

享单车提供能源供给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用于驱动共享单车智能锁等模块；照明类产品主要是智能家居照明产品、室内照明

产品、手电筒及各种LED照明光源的整体解决方案等；光伏与照明结合的产品主要有太阳能草坪灯、庭院灯和便携式照明等

光伏照明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户外、草坪、庭院、公园和道路等区域的照明、亮化或景观装饰。经营上，公司采用直销为

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在直销模式下，公司建立了全球性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以多品牌策略为主导，通过KA全程营销

的方式，紧跟市场动向、满足市场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经销商模式主要以国内LED市场为主，公司通过经销商的渠道资

源宽度进行销售网络覆盖，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方案、推广策略等支持。 

      锂电池及储能产品方面：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珈伟龙能开展动力锂电池及储能产品业务，目前公司产品以方形软包电

池为主，产品应用领域包括纯电动客车、乘用车以及邮政、物流、环卫等新能源专用车系列。公司产品具有充电速度快、高

能量密度、多循环次数、安全可靠、耐低温等特点，满足新能源汽车高品质体验升级的需求。 

    石墨烯产品方面：公司自2014年起，成立国创珈伟布局石墨烯相关的研究和产业化。目前，国创珈伟拥有1500平方米的

研发基地及生产工厂，具备年产粉体材料100吨，其中化学法20吨、物理法80吨；功能浆料1000吨，电池浆料800吨及其它功

能浆料200吨的各类石墨烯粉体材料和各类功能浆料量产能力。经营上，针对不同的市场应用，公司与下游企业联合开发相

应的石墨烯应用产品。目前，公司覆盖石墨烯锂电池导电浆料、石墨烯导热散热涂料、石墨烯防腐涂料及石墨烯导电油墨四

大品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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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118,616.94 2,794,131,906.61 23.01% 1,902,266,12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820,335.16 314,046,824.76 0.25% 136,915,96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180,573.32 308,278,034.38 -1.33% 117,318,72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00,558.52 248,877,864.60 -65.36% 143,022,02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85 0.3980 -7.41% 0.4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85 0.3980 -7.41% 0.4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7% 8.98% -2.31% 10.0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024,282,576.56 9,061,882,456.73 -0.41% 6,476,990,11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18,568,347.07 4,524,459,358.44 8.71% 2,320,161,8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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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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877,079.88 1,439,173,986.22 575,817,224.37 744,250,32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069,453.57 127,525,513.31 46,382,720.70 42,842,64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551,039.23 123,971,204.01 46,193,468.36 36,464,86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14,994.27 -164,662,799.21 108,108,502.91 227,569,8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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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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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发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9% 225,465,413 225,465,413 质押 224,778,973 

上海储阳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4% 96,011,723 72,008,793 质押 96,011,538 

上海灏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3% 88,225,597 88,225,597 质押 84,740,587 

丁孔贤 境内自然人 8.64% 73,846,369 55,384,775 质押 60,935,303 

奇盛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19% 52,914,712 39,686,034 质押 21,000,000 

腾名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8% 51,108,375 38,331,281 质押 51,000,000 

长信基金－工

商银行－聚富 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 20,127,148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国

通信托·聚赢 69

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0,673,426 0   

白亮 境内自然人 1.13% 9,686,529 7,264,897 质押 5,932,553 

程世昌 境内自然人 1.11% 9,46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丁孔贤先生、李雳先生和丁蓓女士 3 名自然人，并作为一致行动人。丁蓓、

李雳为丁孔贤的女儿和女婿；奇盛控股有限公司为李雳全资拥有的香港公司；腾名有限公司

为丁蓓控制的香港公司；灏轩投资为丁孔贤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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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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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LED 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计划，加快实现战略落地。在夯实光伏照明制造业务、光伏电站

EPC业务的同时，加大推进动力锂电池、储能电池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进一步完善绿色能源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343,711.8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1%；实现营业利润41,476.4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73%；实现利润总额

41,727.3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59%；实现净利润31,363.9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31,482.0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25%。上述经营管理表现表明公司实际经营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多个项目投资

建设，公司全年财务费用同比增长超51.40%，且财务费用、新增固定资产折旧等成本科目的增加均主要发生在2017年下半

年，对年度业绩有一些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 

（一）光伏照明业务固本求新，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光伏照明业务是公司传统主营业务，客户群体成熟、业务收入稳定。近年来，面对照明行业出现的新变化，公司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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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积极进取，在稳固现有产品体系的同时，以创新驱动带来增量市场机会。2017年公司的太阳能草坪

灯、庭院灯、低压灯、LED灯具、智能安防壁灯等产品销售规模保持稳步增长，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新型智能家居照

明产品、POSTCAP产品、多用途太阳能射灯等产品的推出进一步延伸了产品线，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此外，公司依托

深厚的太阳能光伏晶硅组件技术积累，积极参与移动能源光伏储能系统开发，并以此为切入点，发掘和满足共享单车GPS、

物联网芯片等模块的电力需求。经过不断优化和推进，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底蕴、突出的定制化能力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获得客户的认可并迅速占领市场。目前，该项业务已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光伏发电及EPC工程业务稳定发展，研发实力不断增强 

在光伏电站领域，公司管理层通过认真分析产业推动速度及趋势，有序进行市场拓展，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以及电站投资

持有运营数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电站384兆瓦,发电收入实现同比稳步增长，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和

现金流；EPC工程方面，公司结合光伏行业趋势，积极推进公司业务覆盖区域与建设方式转变，进一步增加客户范围，促进

集中式光伏与分布式光伏业务相辅相成。整体上，2017年公司新签EPC项目订单90MW。科技研发方面，2017年公司加大科

研投入，组织申报并获得授权实用新型国家专利15件，其中公司研发利用逆变器调相控制的无功遥调运行技术属于国内首创，

提升核心竞争力多方面优势。 

（三）贯彻产品领先战略，推出有竞争力的动力锂电池产品 

公司于2017年正式进入锂离子电池领域，并在江苏南通如皋设立公司--珈伟龙能固态储能科技如皋有限公司。报告期内，

珈伟龙能一期1亿瓦时快充型软包动力电池项目成功量产。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二期动力及储能用锂离子电池项目，相

关工程及土建工作已经开展，二期达产后可实现20亿瓦时的年锂离子电池产能。 

锂离子电池作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公司始终把技术创新作为公

司发展的重要引擎，研发团队中涵盖能源工程学、材料学、物理学等各类优秀科学家，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顾问，组建

起一支具备高精尖科研实力及丰富产业经营经验的管理团队。目前，公司已推出快充的纳米复合钛酸锂离子电池、快充的新

型纳米复合磷酸铁锂离子电池、快充的纳米高镍复合材料锂离子电池和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四款产品，并完成部分产品生

产及出货。随着下游车厂的推进落地，2018年公司有望进一步提高销售收入。 

（四）石墨烯商业应用进展加速，有望尽快批量销售 

2017年，子公司国创珈伟在石墨烯应用产品市场开拓、新产品研发、知识产权申报、中试生产线建设、新工厂计划建设

等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主要工作内容如下：1、石墨烯应用产品销售市场开发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石墨烯导热散热涂料

和石墨烯导电浆料通过对接不同客户进行实际性能测试，测试效果优秀，取得了一定的意向客户，预计2018年能够实现部分

产品的批量销售。2、石墨烯应用功能浆料产品研发工作。分别为石墨烯锂电池导电浆料、石墨烯导热散热涂料、石墨烯防

腐涂料、石墨烯导电油墨，其中石墨烯锂电池导电浆料和石墨烯导热散热涂料已有成熟产品，主要进入市场推广阶段；石墨

烯防腐涂料和石墨烯导电油墨已形成初步的产品，需进一步优化产品性能。3、知识产权申报工作。2017年度研发部完成专

利申请共16篇，并获得相应的专利申请号，其中12篇发明专利，4篇实用新型专利。4、石墨烯功能浆料中试生产线及惠州新

工厂生产基地建设。在石墨烯浆料中试生产线顺利投产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涨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

公司于2017年10月开始筹备建设石墨烯电池导电浆料的大批量生产基地，设计生产能力为石墨烯浆料2018年第三季度达到

1200吨/年，2019年底达到4800吨/年。目前，该生产基地已经选址惠州仲恺高新区，一期项目正处于前期装修及机电工程安

装阶段，预计2018年8月左右投产。 

（五）完善股权激励和人才持股计划，激发、成就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各业务板块利润分享、人才持股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已满足，股份于2017年9月15日正式上市流通。该项人才持股计划的实施，将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建

立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吸引和留住优秀人

才，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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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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坪灯 445,856,770.62 114,435,511.28 25.67% 8.99% 6.05% -0.71% 

LED 照明 294,212,300.18 69,889,472.44 23.75% 0.40% 5.49% 1.15% 

其他 LED 产品 62,233,416.53 9,793,499.15 15.74% -56.12% -68.98% -6.53% 

SP 小板 204,298,463.86 38,357,848.61 18.78% 1,237.21% 1,197.81% -0.57% 

光伏电站建设及

运维 
2,051,776,607.54 465,466,526.53 22.69% 24.74% 22.21% -0.47% 

光伏发电 353,466,319.61 222,422,399.46 62.93% 21.83% 24.2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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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

进行调整。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上述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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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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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由于上述准则和通知的发布，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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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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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设立 

名称 成立时间 法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

元） 

股东 

淮南华瑞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2017年1月23日 查文虎 光伏发电 3,200.00 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淮南华宇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2017年1月23日 查文虎 光伏发电 3,200.00 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注销 

名称 注销时间 

珈伟科技（欧洲）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淮安青莲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马鞍山华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浙江华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8日 

抚州珈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3日 

永宁珈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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