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60                           证券简称：惠伦晶体                           公告编号：2018-014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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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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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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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74,200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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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伦晶体 股票代码 30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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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东环路鸡啼岗段 36

号 
- 

传真 0769-38879889 - 

电话 0769-38879888-2233 - 

电子信箱 flzqsw@dgylec.com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设计、生产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频率控制与选择元器件），主要产品为压电石

英晶体元器件，目前包括表面贴装式（SMD）石英晶体谐振器和双列直插式（DIP）石英晶体谐振器，以

及SMD TCXO温度补偿振荡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子、汽车电子、消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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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工业控制、家用电器、航天与军用产品和安防产品智能化等领域。经营模式方面主要采取的

是经销模式，且以外销为主，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情况、国际市场贸易壁垒情况、产品

价格情况、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化情况、公司产品技术水平领先情况等。 

目前市场逐步由DIP产品过渡到以SMD产品为主导产品，SMD石英晶体谐振器是公司的核心与主导产

品，且以SMD3225及以下的小型化产品为主。公司在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由DIP产品向SMD产品过渡、

下游电子整机产品越来越轻、薄、短、小的趋势下，凭借产品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包括SMD3225、

SMD2520、SMD2016、SMD1612和SMD1210等在内的小型化SMD产品的量产。 

2017年公司收购广州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进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将公司业务领

域拓展至安防联网监控领域，同时公司有能力按项目的不同需求进行软件系统平台研发和硬件装置设计，

提升上市公司软件开发能力，实现软硬结合。 

器件产品和安防联网监控都是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扩大以及研发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公司在谐振器产品的基础上逐步将产品延伸至更高附加值的振荡器等器件产品的研制，例如

SMD2520、SMD2016温度补偿石英晶体振荡器（SMD TCXO）及TSX器件产品当前达到了量产能力；在安

防联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业务上，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在维持电信、移动等通讯运营商

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市场范围。这不仅能够缓解公司业务单一的风险，而且有利于提升上市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为将来经营业绩的进一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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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278,187.71 369,797,361.80 -1.76% 416,417,14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56,931.14 28,747,927.82 -18.75% 41,367,67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48,230.82 26,631,587.15 -34.86% 39,740,99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199,258.97 48,621,136.77 118.42% 61,540,24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4.35% -0.89% 7.8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113,849,324.45 875,071,614.91 27.29% 862,160,57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3,681,840.34 667,897,248.20 2.36% 650,928,5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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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92,697.63 86,251,660.19 100,603,916.41 107,929,9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3,337.27 4,208,272.16 5,335,206.51 11,720,1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9,958.64 4,098,619.85 4,560,400.37 11,029,16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9,316.60 21,877,021.54 9,983,507.76 68,369,4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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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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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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惠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5% 64,359,042 64,359,042 质押 35,180,000 

世锦国际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8.42% 14,167,188    

香港通盈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3% 9,477,185    

台湾晶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1% 8,095,536 8,076,429   

广东通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7,041,636    

POP LASER 

INTERNATIO

NAL 

CO.,LIMITED 

境外法人 2.22% 3,729,478    

张毅 境内自然人 1.60% 2,700,000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0.89% 1,500,000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0.86% 1,45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1,11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香港通盈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陈俊岭为

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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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转型发展的态势逐渐稳固。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竞争

日益激烈的行业环境，公司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持续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不断推动公

司产品结构向片式化小型化高精度方向发展。同时，公司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丰富业务类型，优化各

项业务流程，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2017年公司业绩与上

年同期相比有小幅下降。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27.82万元，比上年减少1.76%；实现利润总额2,357.91 万元，比上年减

少18.55%；实现净利润2,335.69万元，比上年减少18.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5.69万元，比

上年减少18.75%。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财务费用较2016年大幅增加。2017

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2016年底升值5.19%，报告期汇兑损失较2016年增加1,500.45万元；2、受市场

环境的变化影响，公司压电晶体产品收入的产品结构和销售均价变动，导致压电晶体产品的收入和毛利率

较2016年均有所下降；3、新增子公司创想云实现净利润1,364.25万元。 

（一）产品结构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压电石英晶体谐振器，其中以SMD石英晶体谐振器为主。报告期内，公司表面贴装式

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SMD）产品实现销售收入31,135.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7%，SMD产品销售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上年相比大致持平。通过并购整合，公司的业务拓展到软件及服务，新增系统集成

产品和技术服务，使公司业务多元化。报告期内，合并创想云系统集成产品和技术服务实现收入2,781.08

万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7.66%。 

（二）销售市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国内市场并取得积极进展。长期以来，公司来自境外的销售收入占比较大，

2012年至2016年的境外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是96.31%、92.40%、92.39%、89.19%和83.25%。2017

年，公司继续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拓展，境内销售收入（含创想云收入2,781.0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26.66%，

相应境外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降至73.34%。  

（三）技术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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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公司始终秉持科技创新为本的

理念，持续研发新产品新工艺，增强公司的创新驱动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2,593.58万元，虽较

上年减少3.79%，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仍保持在7%以上。报告期内，公司为拓宽公司产品在新业

态、新行业中的应用，一方面，公司聘请国外具有先进研发经验和专业学识的高级人才，增强核心技术研

发能力，继续加强产品小型化、薄型化、高精度等方向的研究力度；同时着手TCXO、TSX器件产品的技

术研发，向压电石英晶体产品全系列发展。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并购广州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除了在原来的通信行业安防综合管理系统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另外还在通信光交接

箱管理系统和智能门禁管理系统加强技术开发，向通信以外行业应用方面发展。 

（四）公司管理情况 

公司着力引进具有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增强公司科学规范管理，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推行的6S（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现场管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

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形象。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引入软件系统平台自主研

发能力，实现软硬结合，为进一步实施安排工业4.0自动化人机组合打好基础。 

在人员管理方面，对公司下属机构和员工的招聘培训、绩效考评和激励工作已制度化、常态化。公司

为了提升持续发展永续经营理念，大力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同时注重选拔和培养内部

人才，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送知名高校深造，打造高素质高水平的生产经营管理团队，提升企业竞争力。报

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各职能部门及管理人员的职责和考核指标，优化公司组织运营管理模式，提升公

司整体运营绩效。 

在内部控制方面，公司扎实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保障经营稳定的基础上，

促进公司管理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风险防控能力。 

（五）业务与资源整合情况 

为应对下游行业的持续低迷，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公司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丰富业务类型，打

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报告期，公司收购了广州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业务整合，公司在

业务规模、盈利情况等方面将得到有效提升，公司业务得到拓展，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提升上

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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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D 311,358,350.15 60,066,758.76 19.29% -1.87% -17.7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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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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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会计政策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

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4、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期2017年6月12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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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现金收购广州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广州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

变更后更名为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子公司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1）名称：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33202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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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89号Ａ幢3层02室 

（5）法定代表人：赵积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7）经营范围：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

控制技术研究、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制造；消防设备、

器材的制造；消防设备、器材的批发；通信工程设计服务；消防设备、器材的零售；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

服务；软件开发；通信设备零售；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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