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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8 

聚光科技（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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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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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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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5174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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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科技 股票代码 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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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昆仑 王春伟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59 号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59 号 

传真 0571-85012008 0571-85012008 

电话 0571-85012176 0571-85012176 

电子信箱 fpi@fpi-inc.com fpi@fpi-in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应用于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实验室仪器等领域的仪器仪表；以先进的检测、

信息化软件技术和产品为核心，为环境保护、工业过程、水利水务等领域提供分析测量、信息化、运维服务及治理的综合解

决方案。公司的主营业务类别主要有环境监测系统及运维服务、工业过程分析系统、实验室分析仪器、水利水务智能化系统

等。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9,939.93万元，同比增长19.18%。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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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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399,315.57 2,348,896,833.32 19.18% 1,833,252,03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907,030.13 402,333,150.09 11.58% 247,041,01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257,520.17 307,083,124.24 0.71% 259,894,21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81,980.56 119,491,042.51 -49.38% 272,878,30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90 11.11%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89 12.36%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5% 15.87% -0.62% 11.1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377,998,717.34 5,413,317,519.47 17.82% 4,113,469,04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39,007,106.80 2,740,018,923.71 14.56% 2,350,190,2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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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942,786.66 631,203,555.12 672,500,347.09 1,136,752,62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57,635.89 86,633,725.20 220,534,739.90 126,880,92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14,338.58 74,568,233.33 203,105,328.98 26,969,61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045,485.82 -92,333,775.16 36,758,441.20 375,102,8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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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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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睿洋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65% 111,523,200  质押 67,4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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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渡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6% 57,741,600  质押 48,67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1% 21,780,509    

ISLAND 

HONOUR 

LIMITED 
境外法人 3.47% 15,698,800    

九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1% 7,290,849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4% 4,700,024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

国 A 股基金 

境外法人 1.04% 4,690,50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鑫益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4,400,006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其他 0.94% 4,267,635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0.91% 4,133,8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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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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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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目标，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实施既定

的战略目标及经营计划，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顺应各行业的发展规律，强化各事业部内部管控及协同，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取得一定的成长，报告期累计新签订合同金额约 58 亿元（含PPP业务），特别是环境监测系统及运维、咨询服务业务

取得了较好的增长，但公司整体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并不十分理想，公司整体毛利率小幅上升，为配合公司整体业务布局的战

略规划，2017年公司在运维服务、研发、新业务开发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长较快，随着公司银行贷

款总额的增长，财务费用亦出现较大增长。 

    2018年，随着公司各业务板块布局投入基本完成并逐步产生效果，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国产产品进口替代的大趋势

下，以生态环境业务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为主要驱动，整合一切有利资源并建立平台型业务模式的基础上，公司对2018年主营

业务取得良好的增长充满信心，力争早日实现年度新签合同金额过100亿元（含PPP业务）的目标；“聚光人”努力以优异的

业绩成长回报股东，以更优质、系统的生态产品和高端仪器仪表，为国家和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国产高端仪器仪表行业做

出贡献。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环境监测系统及运维、咨询服务业务，公司通过组织架构改革，建立“行业分布式、营销矩阵式”组织架构体系，从环境“测

管”向“测管治”延伸，突破环境治理业务，取得较为理想的业绩。环境监测各主要业务板块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中标“广西区大气质量在线监测项目PPP项目”，该项目系全国在环境质量监测领域落地的首个PPP示范项目，对

环境监测领域PPP模式推进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中标杭州市、嘉兴市乡镇空气站项目；为厦门金砖会议提供服务；中标国

家大气环境立体监测网一期项目；工业园区环境监测领域在多省打开局面；公司成为阿里云Link城市物联网平台首批授牌合

作伙伴。 

    公司凭借领先的环境与安全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基础，充分发挥信息化与大数据的指引作用，通过自主开发、并购与对外

合作的方式，完善聚光科技智慧环境业务产业链，在业内率先搭建集“检测/监测+大数据+云计算+咨询+治理+运维”业务于一

体全套解决方案，构建“从监测检测到大数据分析再到治理工程”的闭环模式，即由监测检测说清环境现状与问题，通过大数

据分析环境污染成因与趋势，最终通过治理工程系统性、科学性地解决环境问题，针对流域水资源与水生态存在的问题，建

立以水资源、安全、环境、生态、景观、文化和经济为核心的“水生态多维度综合治理体系”，实现河湖水系可持续发展，逐

步实现公司环境业务板块向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与升级。中标 “高青县艾李湖生态湿地及美丽乡村道路建设PPP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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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入生态湿地治理和美丽乡村领域，同时，公司自主研发系列成套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形成针对农村、乡镇等分散式

生活污水监管治一体化解决方案，可满足处理后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要求。  

    实验室分析仪器业务，通过打造实验室业务平台，初步显现实验室业务平台协同效应，形成实验室的综合服务供应商的

商业模式。调整和优化了“实验室业务平台市场与战略发展部”的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责，重点落地“400商务营销”和“实验室业

务战略统筹”两大职能，已初步发挥成效；通过两年多的重新打造建设，实验室平台下属子公司的研发体系和团队建设已明

显发挥作用，多款新仪器产品和耗材产品完成开发并逐步上市；研发推出三款升级产品，原子荧光麒麟、IFIA7、APLE3500

研发完成，SA-50产品上半年量产；安谱实验电商平台上线发布，形成线上线下协同效应，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第三方监

测业务取得较好发展，顺利完成厦门监测中心站金砖会晤水质应急保障监测项目，中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地表水采测分

离项目及多个地表水监测政府采购项目。 

    工业过程分析系统，面监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工业过程分析仪器仪表需求量下降，积极升级完善现有优势产品、寻找新

的增长点，完成功能安全型激光气体分析仪 LGA-8100产品发布，达到SIL2等级，是目前世界上安全等级最高的激光气体分

析仪产品，在石化化工等高可靠性要求场合应用奠定基础；工业运维业务取得一定进展，增加煤制油、石化核心装置等运维

细分领域，在原有仪表专业基础上拓展电气运维业务；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高可靠工业在线色

谱仪工程化及应用开发”项目，该项目为2017年度立项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重点项目之

一，旨在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可靠工业在线色谱仪，瞄准我国工业自动控制领域需求强烈，

但又主要依靠进口的高性能工业在线色谱仪市场，在此基础上进行工程化、产业化；哈尔滨华春公司中标宁德核电等EPC项

目。 

    水利水务智能系统业务，子公司深圳东深电子参股夏水投科技有限公司，开拓西北水利信息化市场；中标价中标宁夏中

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连通工程信息化项目；获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甲级资质；参建的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泵站及水闸工

程，荣获2016年~2017年度广东优质水利工程奖。 

    工业废水治理业务涵盖技术研发、设计咨询、设备制造、工程总包、委托运营及投融资的全流程，面向石油石化、化工

原料、钢铁冶金、精细化工、建材等流程工业，为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量身定制从废水处理、中水回用、零排放到资源回收

的完整解决方案。北京鑫佰利中标神华宁煤集团宁东矿区矿进水及废水处理利用项目，是国内单体处理能力最大的“零排放”

工程；重庆三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环保专业总承包一级资质；发起成立重庆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并在土壤治理修复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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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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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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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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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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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流动资产

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的比较利润表作出了相应调

整。其中，营业外收入追溯调减393,134.26元，营业外支出追溯调减198,206.37元，资产处置收益追溯调增194,927.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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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 

方式 

股权取得 

时点 

期末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直接 间接 

杭州文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投资新设 2017-01-20 3,500万元 99.93% 0.07% 

广西杭聚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5-19 3,315.28万元 100%  

池州聚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7-17 500万元 100%  

天津聚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3-28 200万元 60%  

玉溪聚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3-21 800万元 100%  

杭州聚光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9-14 300万元 100%  

FPI India Private Limited 投资新设 2017-04-28 103.02万元 100%  

芮城县中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2-12 290万元  100% 

浙江聚光智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2-27 0.00 80% 20% 

贵州聚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08-14 0.00 100%  

连云港聚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1-07 0.00 100%  

张家口聚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1-08 0.00 100%  

铜川市聚泽龙潭生态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2-12 0.00 80%  

景宁聚智投资合伙企业 投资新设 2017-12-19 0.00 99.95% 0.05% 

聚光长源水务（湖北）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7-12-28 0.00 50% 39.98%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对若干子公司实际缴付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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