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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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天文 工作原因 季慧玉 

独立董事 龚志浩 工作原因 陈斌才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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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16,000.00 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1 元（含税），预计将支付的现金股利为 16,160,000.00元，此外不进行其他

形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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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凯股份 6038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办公地址 邵家旭 周斌 

电话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101号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

里路101号 

电子信箱 0518-88790029 0518-88790029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为断路器关键部件、附件、零部件及其他输配电开关设备配套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目前我国断路器行业中关键部件配套研发、制造、服务能力位于前列的



企业之一。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电力系统的配电设施，主要产品包括低压及中高压断路器配套用框

（抽）架、操作机构和附件。低压断路器（抽）架    低压断路器操作机构    中高压断路器操作机

构       断路器附件（二）经营模式公司产品为定制产品。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为断路器设备生产

厂商，其产品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趋势，具有较为明显的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的特征，

因此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业务模式。具体方式为先行与客户签订年度采购框架协议，并根据全

年的预计销售量适当安排零部件库存，之后按照客户单次采购订单安排供货以达到“快速生产”的

原则。为了实现公司生产过程的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公司建立了 ERP 信息系统，该系统实现了

从客户订单、合同评审、生产计划、原材料采购、仓库发料、装配、检测、出货等全过程的进度

控制和管理，保证了生产计划的科学管理和向客户供货的进度。1.采购模式公司产品所需材料主

要为母排、接触片、轴承、底板、弹簧、绝缘板、手柄等零部件和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以及塑料。

采购流程分为合格供应商的选择评核、采购、验证、入库四个主要阶段。采购部门采购的产品必

须在有效的《合格供方名册》中规定的合格供方处采购（新品除外），并及时掌握订货、交货和验

收情况。在客户有指定或认可的供应商时，在执行采购时不得擅自更改客户指定或认可的供应商。

如果变更客户提供的供应商名单，变更前必须通知并征得客户的批准。2.生产模式公司采取自主

生产为主，外协加工为辅的生产模式。公司主抓产品设计、模具开发、校验测试、产成品装配等

核心环节，在产品制造过程中除核心零部件、关键工艺由公司独立完成及把控外，一般零部件及

其加工工艺分别由标准件供应商和外协加工提供，减少中间关节，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这种生产

模式下，为实现产品的性能和品质等要求，公司对供应商的有效管控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公司

对零部件产品所使用的各种金属及塑料材料、零部件加工用料等向供应商提出明确的品质要求，

并对质量要求特别高的产品例如跨国公司客户订单的一些部件的材质由公司指定品牌和型号，或

加工工艺过程中直接使用由客户提供的原材料，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全部采用直销的模式。公司销售部针对前十大客户配备了专门的销售经理，进行长期跟

踪维护的同时实时了解客户最新个性化需求，使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更加贴近市场。此外，随着

公司重点发展的跨国公司客户业务量逐年增长，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国际事业部负责其营销业务，

负责国外新客户的开发以及已有跨国公司客户产品服务需求信息的收集、传递以及服务结果的跟

踪等持续服务，全程参与相关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与下游电气厂

商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赢得了诸多包括跨国电气公司在内的国内外行业下游

知名企业的认可，同时也提高了客户对公司的满意度及忠诚度，有利于公司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

伙伴关系，也是公司未来销售增长的有力支撑。（三）行业情况说明公司所处行业为断路器关键部



件制造业。其下游行业为断路器行业，用于输配电成套设备。1.行业特点断路器关键部件行业是

一个发展相对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随着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断路器关键部

件产品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模仿、自主设计和智能化阶段，目前正朝着综合智能化方向发展。断路

器关键部件行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下游断路器行业的发展和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输配电设备

出口的增加，断路器关键部件行业的发展也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2.行业发展按照“十三五”规划，

电力装机容量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电力投资结构优化，电源和电网建设投资规模巨大；电网建

设将维持高速增长，特高压输电和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将全面展开，农村电网改造将逐步推进。电

力行业的发展将为断路器行业带来巨大需求。3.国内市场环境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

时期，而工业领域中制造业比重高。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正逐渐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制造

业是断路器行业的重点应用领域，也是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领域之一，制造业由于节能指标的压力，

对节能型控制产品及智能型输配电设备产品将保持旺盛需求，为断路器市场的发展创造机遇。同

时，国家将陆续兴建一大批交通、通信、港口码头、石化、冶金、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

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将配套供电系统，也为断路器市场的发展创造机遇。其次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智能电网建设的逐步实施、新能源的广泛

应用、环保门槛的提高，断路器产品的需求结构将逐步发生变化，用户对断路器产品稳定性、可

靠性、安全性的要求会相应的逐步提高，数量巨大的现役断路器存在着可观的更新需求。断路器

的替换需求具体表现为中低端断路器市场的客户将会逐步转移到中高端市场，中高端断路器产品

的替代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4.国际市场环境发展中国家发电规模和电力建设持续增长、欧美国

家的电源结构调整、智能电网建设等为我国包含断路器在内的电器设备产品开辟了新的国际市场。

在出口方面，尽管我国电器设备产品受到欧美技术壁垒的一定影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高技术跨国企业，为寻求更低廉的成

本和更广泛的市场，加快了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的步伐，使得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和行

业可以更大范围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与此同时，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相关行业技术水平和性

价比的逐渐提高，我国断路器产品在东南亚、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

我国断路器及其配套厂商在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有利形势下，有条件快速克服高端产品的技

术、环保等壁垒，凭借明显的性价比优势获得广阔的欧美等地区市场份额。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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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增减(%) 

总资产 863,680,057.30 552,987,080.44 56.18 549,008,222.67 

营业收入 486,134,754.79 442,857,944.07 9.77 432,378,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3,652,220.85 52,205,779.57 2.77 43,273,48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361,136.65 50,310,904.65 2.09 42,955,87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10,088,220.11 314,292,047.43 94.12 280,086,26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693,251.95 25,046,978.77 126.35 32,903,46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44 -4.55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44 -4.55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21 17.71 减少3.50个百分点 18.5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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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3,326.46 146,295,872.08 136,519,211.73 125,866,34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7,630.74 15,752,344.06 17,641,530.08 13,480,71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566,500.93 15,421,504.90 17,575,385.78 12,797,74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74,708.13 15,646,542.20 10,639,532.88 4,632,4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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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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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3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内增减 量 (%)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常州市洛辉投资有限

公司 

0 35,900,000 22.44 35,9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常州市洛腾投资有限

公司 

0 32,300,000 20.19 32,3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常州市洛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9,400,000 12.13 19,4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电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15,000,000 9.38 15,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常州润凯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0 8,800,000 5.50 8,8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添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 8,600,000 5.38 8,6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学谦 0 425,533 0.2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李莉 0 267,000 0.1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许友枝 0 243,000 0.1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唐盈 0 179,640 0.1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常州市洛辉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洛腾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

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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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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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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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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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6,134,754.7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77%；净利润 53,612,211.1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6%；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56,693,251.9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6.35%。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总资产为 863,680,057.30 元，同比增长 56.18%，所有者权益为

612,363,465.76元，同比增长 94.3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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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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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实施。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以财

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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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规范了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

实施日（2017 年 5 月 28 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

调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

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

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

收支。 

2、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产生影响，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

影响。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增 加 列 示 持 续 经 营 净 利 润 本 期 金 额

53,612,211.17元，上期金额 52,021,959.99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期、上期金额均为 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

整。 

营业外收入本期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251,953.97

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本期减少 102,727.32 元，营业外支

出本期减少 60,861.66元；营业外收入上期减少

109,886.75 元，营业外支出上期减少 68,749.62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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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全称 



1 常州洛联精密塑业有限公司 

2 常州洛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 常州洛高电器有限公司 

4 常州洛盈电器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