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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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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克炎 因公外出 叶明华 

董事 欧阳俊涛 因公外出 陈良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512,409.45 元（母公司报表数据），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551,240.95 元后，加年初未分

配利润 9,734,638.28元后，减去 2017年派发的 2016 年度红利 9,157,694.87元，公司 2017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4,538,111.91元。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508,760,82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 0.28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14,245,303.13 元，派送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光电股份 600184 新华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明华（代行董秘职责） 籍俊花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 

电话 029-82537951 029-82537951 

电子信箱 newhgzqb@163.com newhg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防务和光电材料与器件两大业务板块，防务业务收入规模占公司总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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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70%以上，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防务业务板块主要是以大型武器系统、精确制导导引头、光电信息装备为代表

的光电防务类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光电材料与器件板块主要是光学材料（普通光学

材料、镧系及环保光学材料、低熔点光学材料、红外材料、激光材料、微晶玻璃）、光电材料、元

器件、饰品玻璃材料、特种材料、光学辅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光学材料所属行业为“C3052光学玻璃制造”。 

（2）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为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型。 

采购模式：防务业务的外购物资主要有电子元器件、原材料、辅料等，种类涉及面广，公司

设有严格的供应商选择和评价程序，从供货质量、使用状况、供货及时性和服务等方面进行评价，

对供应商实施动态管理。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原材料主要包括石英砂、纯碱等，通过大宗物资招

标、零星采用比质比价的询价模式进行采购，根据订货需求量、订购批量、订购周期等综合因素，

制定采购计划，原材料采购以国内为主，供货渠道稳定。 

生产模式：根据销售模式的不同，生产模式也有区别，主要采用按销售合同生产的模式。 

销售模式：防务业务方面，根据供货合同发货、确认收入、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光电材料

与器件业务方面，目前销售订单主要来源于市场开发，光学玻璃应用领域专业性较强，因此以传

统的直接销售为主要模式，产品直接销售给国内外各光学元件加工企业。 

（3）行业情况说明 

防务业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机械化，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新目

标。防务行业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与适应世界新军事

变革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军事力量体系的军队建设新要求相适应的装备研发生产体系。 

光电材料与器件：2017年度，新华光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在交换镜头市场取得较大突

破，成功获取了主力交换镜头订单和主力新品单电相机的交换镜头订单。新型氟磷玻璃、高折射

率镧系玻璃、环保重火石系列等高端新品销售已占总体销售收入的半壁江山。新华光公司起草的

《红外光学玻璃红外折射率测试方法偏折角法》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填补了国内外红外折射率测

试标准空白。获得了特种光学材料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资格。同时坚持市场导向，氟磷玻璃大连

熔生产线技术获得突破，将为公司营收带来一定的增长。2017 年，新华光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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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发明专利 14项，核心技术竞争力不断提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823,641,351.83 3,849,501,255.16 -0.67 4,166,043,509.43 

营业收入 1,886,034,907.22 2,211,423,148.23 -14.71 2,746,908,76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06,567.21 29,609,212.73 49.98 47,242,50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819,172.30 25,434,292.44 64.42 45,074,8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8,204,517.33 2,242,962,023.66 1.57 2,243,554,91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8,042.67 -534,459,577.63 不适用 237,195,02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1.32 

增加0.65个

百分点 
4.67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24,047,092.72 267,856,993.14 326,971,286.29 1,067,159,53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77,100.89 6,477,231.78 13,020,049.04 23,932,18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67,989.75 4,779,293.70 12,780,110.01 23,591,77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6,791,632.84 -129,182,750.08 -397,704,651.12 647,520,991.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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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3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2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154,458,556 30.36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791,014 91,496,460 17.98 45,000,000 无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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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63,003,750 12.38 0 无  
国有

法人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9,672,200 3.8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0 3.54 18,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

光电制导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0 3.54 18,000,000 未知  其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742,800 2.70  未知  未知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

光电制导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9,000,000 1.77 9,000,00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7,500 1.39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42,000 1.31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

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兵器集团，且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北

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上述四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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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7年，受公司防务产品结构、销量变动和民品主营收入增长等因素影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18.86亿元，同比减少 14.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441万元，同比增加 49.98%。 

防务业务板块：2017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13 亿元，同比下降 19.99%；净利润 2,463万元，

同比增长 28.82%。造成收入下降、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总装产品（自主生产部分较少、转移价

值较大）收入同比下降，制导产品销量同比增幅较大。2017年，防务公司各项科研生产任务全面

完成，圆满完成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沙场阅兵、“国际军事比赛-2017”等服务保障任务。在市

场开拓方面，针对总装产品订货减少的情况，对内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优化，突出了聚焦市场，

强化了市场职能，突出尊重价值创造，强化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质量安全管理方面，坚

持“紧盯目标，一次做对”的总要求，全年无重大质量、安全、保密、环境、稳定等事件发生；

在成本控制方面，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工作，以提质增效、成本管控、“两金”压控及划小核算单元

等专项工作为抓手，全面完成成本节降目标。 

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板块：2017年，新华光公司秉持“经营客户、经营产品”的理念，深度

开发市场，全面提升市场认可度、客户信赖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年实现主营收入 5.28亿元（未

抵消与华光小原公司的关联收入），同比增长 11.6%；实现净利润 2,382万元，同比增长 13.94%。

2017年，新华光公司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积极寻求终端合作，深入开发市场，在车载应用领域，

与车载终端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在产品结构优化上，重点推广新型氟磷玻璃、高折射镧系玻璃、

环保重火石等高端光学玻璃，使高端新品销售大幅上升。在科研开发上，全年开展了 20多个配方

项目的研发，氟磷玻璃产品已成系列化，大连熔生产线技术已获得突破；在精益管理上，按照“一

次做对”的要求，以现场为落脚点，从工艺流程优化、物流改善、质量改进等入手，努力推进降

本增效工作，扎实开展 5S、TPM、拉动式生产等工作，有效提升公司精益管理水平。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86亿元，同比降低 14.71%。主要是公司两大业务板块中，防

务业务板块受总装产品销量减少，影响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光电材料与器件业务板块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7.71%。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41 万元，同比增长 49.98%；每股收益

0.09元，同比增长 50%。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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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月 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

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为：营业外收入减少 2,520,400.00 元；营业成本减少 750,400.00元；财务费用减少 1,770,000.00

元。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在

利润表中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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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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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债务重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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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删除“营业

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

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为：资产处置损益减少

170,873.48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170,873.48元。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拥有子公司 3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家，详见本“附注七、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西安西光物资有限公司已于本年度完成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详见

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动”。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方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