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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9                           证券简称：和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1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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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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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JIE FU 董事 因公外出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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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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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941,99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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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晶科技 股票代码 30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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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瑶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汉江路 5 号-1 号楼-5

楼 
 

传真 0510-85258772  

电话 0510-85259761  

电子信箱 chenyao@hodgen-ch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以家庭为中心聚焦于“智慧生活”，提供智能硬件、平台运营、内容服务等产品和服务，通过四大业务板块（和晶智

造、和晶智联、和晶互动数据、和晶互联网教育）的联动发展，构建“硬件+平台+内容+应用”的智慧生活平台。各板块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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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如下： 

业务板块 主要应用领域 主要产品和收入来源 板块关键词 

和晶智造 白色家电 向海信、海尔、美的、西门子等国际知名家电厂商提供冰箱、

洗衣机等白色家电智能控制器及一体化解决方案 

智能硬件产品提供商、整体

硬件支撑 

智能硬件 为工业智能硬件厂商提供工业智能控制器，涉及通讯IT行

业、汽车电子、军工、医疗等领域 

和晶智联 系统集成 为政府、教育等行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客户提供信息化服

务，业务领域主要包括数字化校园、医院信息系统、楼宇自

控系统等 

智慧城市、系统集成解决方

案提供商、物联网 

智慧安监 通过软件业务、平台业务、集成业务为行业监管部门、社会

单位及第三方机构提供安监多级监管平台 

智慧安全管理云平台 

和晶互动数据 广电通信 服务于广电体系，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接入网设备、智能终端

等硬件的销售以及增值业务的分成；智能终端的投放及运营 

家庭终端切入口、智慧生活

综合体验平台、智慧社区 

和晶互联网教育 教育信息化 智慧树幼教云平台为园所、家庭以及幼儿相关行业提供园所

服务、家庭服务、教育内容、金融服务、管理数据等，通过

平台价值联动带动平台的商业化发展 

幼教信息化细分领域的头部

平台、大数据平台、智慧幼

儿园体系 

  2、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特点以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1）和晶智造 

随着物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类电子设备智能化、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电子智能控制器作为终端产品的核心器

件，市场需求和应用范围也随之提升。 

和晶智造在智能控制领域已有近二十年的深耕和研究，在控制技术和软件算法等技术领域的经验丰富，伴随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高水平的大规模综合硬件制造能力，发挥优势为公司基于“智慧生活”理念的整体战略提供硬件支撑。 

2）和晶智联 

系统集成行业的应用领域极其广泛，涉及政府、医疗、教育等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的需求发展势头良好，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以及各种综合集成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从而更好地实现全方位的、科学的、高效的城市管理，是智慧城市新模式、新理念

发展中的核心需求。 

中科新瑞是江苏地区优秀的系统集成商。已在新三板挂牌（证券简称：中科新瑞，证券代码：872028），新三板作为中

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发行股份、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进一步拓宽中科新瑞的融资渠道，以资本纽带

助力中科新瑞更好地推进业务发展，增强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中科新瑞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晶安智慧进一步深化了和晶智联板块在物联网产业的综合布局，晶安智慧专注于智慧安全平台及

应用的开发、维护和运营，通过软件业务、平台业务、集成业务为行业监管部门、社会单位及第三方机构提供安监多级监管

平台，深耕物联网+智慧安全垂直领域。 

3）和晶互动数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广电行业基于原有的传播方式面临着来自互联网电视、IPTV、移动视频等新媒体的冲击，广

电既有用户流失，核心竞争力正在减弱。2001年，国家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促进电信、电视、互联网三网融合”；2010

年，国家加快了“三网融合”的进度，并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和部署，实现全国电视、网络的互联互通，建立全国

统一的运营管理体系。面对外部竞争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广播电视网络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转型。 

澳润科技经过多年努力，已成功积累了充足的技术储备、丰富的客户资源以及良好的市场口碑，并凝聚了行业内优秀的

技术、营销和管理团队，通过优化业务模式和营销模式，逐步完善广电通信产业链的布局。澳润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广播电

视综合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和终端设备供应商，在确保广电通信设备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积极向广电增

值业务和智能终端投资运营、设备方案提供以及基于广电平台的智慧城市业务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从而更好地把握互动数

据运营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 

4）和晶互联网教育 

 “智慧树”是幼教产业云平台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教育信息化在幼教细分领域的赛道中，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和行业竞合，

从最初的300-400家到目前的屈指可数，“智慧树”则通过自身的拓展以及行业整合，在服务园所的数量和覆盖率、用户数量、

用户活跃度等指标方面处于行业领跑者地位。在“让每一个幼儿园和与之相连的家庭，都使用智慧树来更好地养育孩子”的发

展理念中，“智慧树”为幼儿提供科学的教育环境，向社会传播良好的育儿价值观。围绕幼儿建立优秀的资源平台，打造能为

儿童成长的学、乐、安、康、美几个核心领域提供智能、个性、定制化服务的小生态，形成系统的良性循环，将带领幼儿产

业进入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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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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480,842.35 1,325,884,875.02 7.81% 787,404,3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800,322.02 68,501,250.35 12.12% 24,029,00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60,321.05 64,191,790.55 -43.20% 22,383,39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29,596.30 44,580,099.15 -167.14% -18,379,14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1 0.1620 5.62% 0.1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11 0.1620 5.62% 0.1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5.46% -0.79% 4.0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247,437,831.13 2,773,402,810.56 17.09% 1,335,649,52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7,627,927.24 1,612,146,087.48 4.06% 593,744,8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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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61,413.26 392,168,167.66 281,435,958.18 360,715,30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98,345.13 19,534,915.88 36,756,411.10 -10,689,35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98,366.66 20,136,398.25 3,313,712.08 -14,888,15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0,049.99 -47,603,094.85 -26,540,503.46 29,043,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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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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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柏林 境内自然人 21.56% 96,806,287 76,006,787 质押 94,524,000 

张晨阳 境内自然人 11.91% 53,474,907 0 质押 46,8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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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小斌 境内自然人 5.88% 26,412,776 20,502,025 质押 23,478,023 

张惠进 境内自然人 4.71% 21,151,894 8,460,757 质押 11,625,757 

应炎平 境内自然人 4.53% 20,349,000 0 质押 19,522,900 

上银基金－浦

发银行－上银

基金和晶科技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76% 12,409,970 12,409,970   

顾群 境内自然人 2.72% 12,223,271 9,167,452 质押 12,18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6,482,473 0   

佛山市建银集

成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6,393,618 0   

徐宏斌 境内自然人 1.21% 5,418,523 4,228,000 质押 5,35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柏林与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和晶科技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上银和晶计划”）

为一致行动人，说明如下：上银和晶计划的管理人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

基金”），上银和晶计划的认购方与上银基金签署《委托投票协议》，指定陈柏林就上银和晶计

划行使和晶科技股东投票权事宜作出意思表示，上银基金同意根据陈柏林作出的意思表示，

行使上银和晶计划在和晶科技股东大会上由法律和和晶科技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投票权。因

此，上银和晶计划与陈柏林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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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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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一家业务聚焦在“智慧生活”领域，以感知为目的，以社会属性为核心，推动人、物、信息的互联及深度融合，提

供家庭服务为中心的综合性互联网企业，目前业务主要分为四个板块：和晶智造、和晶智联、和晶互动数据、和晶互联网教

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948.08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7.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80.03万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12.12%。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1、和晶智造业务 

报告期内，和晶智造业务板块稳步发展，产业升级转型初有成效。在家电智能控制器业务领域，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增强自身经营能力，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在非家电智能控制器领域，公司凭借扎实的综合管理能力获得工业智能控制器

领域的客户肯定，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044.93万元，净利润4,458.85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

30.68%。 

家电智能控制器方面经营稳定。在家电智能控制器产品领域，上年度公司与EFORE OYJ 签署了《供应主协议》，报告

期内公司向其供应的工业电子智能控制器产品出货稳定，合同履行情况良好，本年度共计销售18,279.94万元，为公司跨出家

电控制器领域进入工控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一家专业的智能控制器提供商，公司整合专业优势及资源优势，组建专

项团队在交通、医疗、通讯、工业等智能控制领域进行洽谈，在报告期内取得了初步成效，与多个非家电领域的客户形成初

步合作意向，预计部分项目可在2018年取得有效产出。 

2、和晶智联业务 

和晶智联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新瑞作为主要实施主体，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并购控股晶安智慧以及参股思宏安，在物联

网产业应用细分领域进行布局,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078.60万元，净利润2,053.07万元。  

报告期内，中科新瑞完成在新三板挂牌（证券简称：中科新瑞，证券代码：872028），其股票自2017年8月10日起在新

三板公开转让。新三板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发行股份、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拓宽中科新瑞的

融资渠道，以资本纽带助力中科新瑞更好地推进业务发展，增强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升中科新瑞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资本平台助推业务板块在智慧城市的业务探索，在智能安全信息化细分领域的布局，有利于和晶智

联的业务形态的专业化及挑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7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晶安智慧并对其增资事项，公司通过本次交

易持有晶安智慧87.94%股权。晶安智慧专注于智慧安全平台及应用的开发、维护和运营，建立横向连接安全生产管理，纵

向渗透省、市、区县、乡镇（街道）的立体安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为行业监管部门、社会单位及第三方机构提供安监管理、

安全教育培训等等服务，积极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并以智能安全信息化为垂直领域进行深耕。 

2017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科新瑞购买思宏安29.09%股权事项。思宏安

是一家提供电力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咨询服务的企业，团队成员中拥有电力行业安全和应急技术领域的专家，主要产品

为以电力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服务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平台，主要业务为安全管理与应急管理咨询服务、应急演练辅助平台、

极端条件下应急通讯系统。 

3、和晶互动数据业务 

和晶互动数据板块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润科技作为实施主体。澳润科技作为中国领先的广播电视综合通信技术解决方案

提供商，报告期内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业务，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872.09万元，净利润6,893.81万元。 

报告期内，澳润科技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以及公司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助力，积极向基于广电平台的智慧城市业务综合

服务提供商转型，大力参与并推进智慧城市业务布局。澳润科技和广电运营商在部分省份进行了试点建设，推进了智慧城市

项目储备工作，为更加长远地发展和板块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4、和晶互联网教育业务 

和晶互联网教育板块的“智慧树”拥有庞大、活跃的用户群体和品牌影响力，具备绝对的行业规模优势，已成为国内最大

的幼教互动平台，在服务园所的数量和覆盖率、用户数量、用户活跃度等指标方面处于行业头部地位。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

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智慧树”在市场占有率上喜获硕果，通过自身发展以及与“土星微家园”等行业内的优秀资源整合，“智慧

树”在服务园所的数量和覆盖率、用户数量、用户活跃度等指标方面处于行业的绝对头部地位，平台在细分领域内的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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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已非常明显。“智慧树”积极参与幼教行业的生态建设，进行以融合为主的竞合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幼教行业的垂直

领域进行深耕，并注重与其他优势资源的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平台价值。 

2）“智慧树”携手合作伙伴进行商业化探索，通过开发向家庭消费延伸的产品，在不打扰用户的前提下尝试硬件销售、

广告与会员业务、金融服务等，实现营业收入5,243.5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7.39%，平台商业化的实现路径初见成效。 

环宇万维持续优化渠道管理，为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输出，整合重点合作伙伴的资源优势，整体协作共同面

向市场，推动区域代理商对幼儿园的精耕细作，通过园所缴费项目、本地考勤机广告项目、安全管理系统（闸机、考勤机等）、

园所保险等服务项目的推广，为渠道提供了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协同区域代理商从被动管理转变为综合服务提供商及渠道管

理者，渠道端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5、资本运作平台助推整体战略发展 

公司发挥并利用资本平台优势，在现有的四大业务板块相关领域，通过并购、投资、合资等方式进行资本合作，以资本

为纽带完善产业生态链，推动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资本运作情况如下： 

1）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利用资本平台优势，推出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3）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筹划2017年公司债券发行预案 

4）融合多方优势资源，发挥协同效应 

围绕“智慧生活”的发展主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与相关行业优秀企业的协同合作，积极融合多方优势资源，通过资

本、业务等多方面合作推进整体战略进程。报告期内的主要运作情况如下： 

（1）公司与腾讯云在智慧城市、智慧建筑、智慧校园、智慧家庭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智

慧生活领域的业务布局。 

（2）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晶宏智发挥产业投资平台属性，收购深圳前海梦创空间金融科技有限公司28%股权，融合多方

优势资源推动公司在幼儿和家庭生态领域的产业布局。 

（3）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深圳天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是以幼教产业为

主要业务领域的产业基金，主要通过向幼儿教育相关领域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准股权投资或从事与股权投资相关的

活动，协助公司丰富幼儿教育产业生态，为和晶互联网教育板块筛选和储备合适的并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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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 999,973,848.14 169,104,339.72 16.91% 31.11% 69.96% 3.87%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150,786,048.81 35,205,483.45 23.35% -14.26% -10.51% 0.98%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278,720,945.40 120,789,848.00 43.34% -28.03% -31.8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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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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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由于经营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本公司需要对无法准确计量的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进

行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是基于本公司管理层过去的历史经验，并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

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报告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然而，这些估计的不

确定性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可能与本公司管理层当前的估计存在差异，进而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

大调整。  

本公司对前述判断、估计和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复核，会计估计的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在

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需对财务报表项目金额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的重要领域如下： 

（1）坏账准备计提  

本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会计政策，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减值是基于评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鉴定应

收账款减值要求管理层的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果与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及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或转回。  

（2）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可售性及其可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并

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果与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

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  

（3）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公司将符合条件的有固定或可确定还款金额和固定到期日且本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归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此项归类工作需涉及大量的判断。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本公司会对其持有该类投资至到期日

的意愿和能力进行评估。除特定情况外（例如在接近到期日时出售金额不重大的投资），如果本公司未能将这些投资持有至

到期日，则须将全部该类投资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

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如出现此类情况，可能对财务报表上所列报的相关金融资产价值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可能影响

本公司的金融工具风险管理策略。  

（4）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  

本公司确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是否减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的判断。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发行方发生严重财

务困难使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无法履行合同条款（例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等。在进行判断的过

程中，本公司需评估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对该项投资预计未来现金流的影响。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确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减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的判断和假设，以确定是否需要在利润表中确认其

减值损失。在进行判断和作出假设的过程中，本公司需评估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低于成本的程度和持续期间，以及被投资对

象的财务状况和短期业务展望，包括行业状况、技术变革、信用评级、违约率和对手方的风险。  

（6）非金融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除每年进行的减值测试外，当其存在减值迹象时，也进行减值测试。其他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当存在迹象

表明其账面金额不可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即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的较高

者，表明发生了减值。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参考公平交易中类似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或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

于该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确定。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需要对该资产（或资产组）的产量、售价、相关经营成本以及计算现值时使用的折现率

等作出重大判断。本公司在估计可收回金额时会采用所有能够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根据合理和可支持的假设所作出有关产

量、售价和相关经营成本的预测。  

本公司至少每年测试商誉是否发生减值。这要求对分配了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

计。对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计时，本公司需要预计未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时选择恰当的折现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率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7）折旧和摊销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考虑其残值后，在使用寿命内按直线法计提折旧和摊销。本公司定期

复核使用寿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和摊销费用数额。使用寿命是本公司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合预期

的技术更新而确定的。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来期间对折旧和摊销费用进行调整。  

（8）所得税  

本公司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有部分交易其最终的税务处理和计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部分项目是否能够在税前列支需要

税收主管机关的审批。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同最初估计的金额存在差异，则该差异将对其最终认定期间的当期

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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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的泰国和晶99.99987%股权转让给竹田工业（香港）有限公司，并于2017年5月办理完成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全部境内外审批及备案手续，公司所持有的泰国和晶99.99987%股权已全部过户至竹田工业，自此公司不再持

有泰国和晶的股权，泰国和晶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购买并增资的方式取得晶安智慧87.94%的股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2017年10月18日办理

完成，晶安智慧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 2017年10月25日，公司与黄桑、深圳前海融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融金”）、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资管”）签署了《深圳天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深圳天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同日，公司与招商资管签署了《合伙企业差额补足及财产份额购买协议》。公司、招商资管

分别受让深圳天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份额后并进行增资。各方约定深圳天枢合伙的出资额为30,010.00万元，其

中前海融金投资（普通合伙人）出资10.00万元，招商资管（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20,000.00万元，公司（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出资10,000.00万元，认缴出资在2026年5月12日前缴足。其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招商资管每年从深圳天枢取得年化

7.5%的固定收益，公司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为其提供差额补足。深圳天枢实缴出资额内的亏损由前海融金投资及公司根

据认缴出资额比例分担；超出深圳天枢实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前海融金承担；深圳天枢收益由前海融金投资以及公司按2:8

的比例分配。 

由于招商资管每年取得固定收益，不承担深圳天枢经营风险；公司为招商证券固定收益提供差额补足，承担了深圳天枢

主要经营风险，故公司将深圳天枢视为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柏林 

201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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