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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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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彦春 董事 出差 田含光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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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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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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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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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科科技 股票代码 3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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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凤 邵凯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南六道 10

号朗科大厦 16 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南六道10号

朗科大厦 16 层 

传真 0755-2672 7575 0755-2672 7575 

电话 0755-2672 7600 0755-2672 7600 

电子信箱 ir@netac.com ir@neta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闪存盘、移动硬盘、固态硬盘、存储卡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相关专利运营。公司拥有闪存盘相

关领域的系列原创性基础发明专利、闪存应用及移动存储领域其他核心技术及专利。作为国内外最早涉足闪存应用及移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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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领域的公司之一，公司率先在业内推出了基于USB接口、采用闪存为存储介质的移动存储产品——闪存盘，并在国内申请

了专利号为ZL99117225.6的中国发明专利“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等一系列原创性基础发明

专利及其他核心专利。公司产品运营通过从事闪存应用及移动存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获取收入。专利运营通过全球专

利诉讼、专利海关保护和协商谈判获取专利授权许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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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66,909,462.65 928,828,140.17 4.10% 590,886,60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96,644.42 56,189,429.29 14.78% 44,438,77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58,201.11 42,075,286.12 7.09% 39,542,37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50,591.12 24,165,987.23 150.98% 21,237,50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28 0.4206 14.79% 0.3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28 0.4206 14.79% 0.3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6.28% 0.64% 5.1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98,759,207.18 951,698,875.14 4.94% 924,530,6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4,979,970.52 908,570,839.44 5.11% 878,089,1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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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471,790.75 197,468,658.57 285,272,726.72 276,696,28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90,341.41 12,247,638.53 15,650,151.86 21,708,5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30,961.58 7,005,385.06 13,246,259.36 14,175,59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72,865.87 10,909,253.80 8,385,644.88 60,528,5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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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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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5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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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宜黎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3% 33,312,658  质押/冻结 33,250,000 

邓国顺 境内自然人 21.63% 28,900,000 21,675,000 质押 24,399,897 

超联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 6,000,000    

成晓华 境内自然人 4.47% 5,977,800  质押 4,099,999 

阮伟兴 境内自然人 2.99% 4,000,068    

北京万安汇利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天元三

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34% 3,121,740    

北京万安汇利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天元二

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0% 2,542,132    

常鑫民 境内自然人 1.32% 1,759,645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75% 1,000,100    

周创世 境内自然人 0.71% 94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宜黎、邓国顺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也没有向监管机构和

公众公开作出过一致行动承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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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69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10%；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略

有增长。营业利润7,686.8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11%；利润总额7,691.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5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449.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4.78%。各项利润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产品销售收入毛

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2）朗科大厦租赁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加；（3）报告期末美元汇率比年初有所上升，而上年同期美元汇率下降，导致公司持有的美元资产汇兑损益比

上年同期上升，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在产品管理、产品营销、知识产权和专利运营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在产品运营方面 

在产品管理方面，公司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针对存储产品市场持续波动的供应量及价格情况，公司优化了各产品线的

运营策略，同时投入研发力量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在传统存储类产品方面，公司持续分析市场发展

情况和消费者心理，一方面，继续开发结构外观设计新颖的产品，如报告期内已陆续上市的数款新品，闪存盘新品U325、U276、

U905、U352、U353、U327、U328、U329、U366，以及安防监控、行业专用及京东联名款存储卡新品等。另外在产品功能方面，

继续拓展开发加密类及新接口类安全易用型存储产品，如报告期内已陆续上市的几款加密类新品，指纹加密闪存盘U628、安

全加密闪存盘Super密U327、Super密U329，以及即将上市的指纹移动硬盘新品。在固态硬盘产品方面，继续丰富并完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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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硬盘产品线，随着3D NAND FLASH工艺技术的日趋成熟，公司紧密结合新制程芯片技术，综合评估各类主控和芯片组合

方案，持续改善、优化高效能的基于SATA协议的固态硬盘产品。同时，积极开发基于PCIe协议M.2接口的固态硬盘新产品，

如报告期内陆续推出新的支持NVMe规范M.2接口的高速固态硬盘产品N910E、N930E。在移动固态硬盘产品方面，充分利用公

司软件、硬件结合的平台优势，持续拓展开发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产品，如采用Type-C接口的移动固态硬盘新品Z6。 

（二）在产品营销方面 

受国内整体经济环境和行业资源影响，在上游资源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积极进行市场产品销售策略的调整，采

取了以产品经理和销售组织负责人双向推动产品营销的模式。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产品的升级，集中优势资源打造精品，

提升产品竞争力。针对重点的存储卡、固态硬盘品类进行媒体宣传推广投入的同时，通过投入展会宣传的模式积极进行渠道

朗科品牌的形象建设和品牌宣传。在销售模式方面，根据电商平台宣传推广规则变化通过互换推广资源的方式推动电商平台

的促销；在行业客户拓展方面，通过开发移动存储解决方案的模式进行行业客户的挖掘和拓新；在国内渠道销售方面，外派

渠道销售人员深入区域常驻形式，深入了解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推动了存储卡、固态硬盘等新品在渠道中的销售，拓展

了更多新渠道代理合作商的销售，后续公司还将持续进行新销售通路和产品营销方式的创新拓展。另外，公司还大力开拓海

外市场，加强支持国际销售业务的出差和参展计划，拜访客户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注重国际贸易的业务拓展，争取上游合

作商的支持，以更好应对未来上游资源供应行情的变化。 

（三）在专利运营方面 

报告期内，专利运营业务实现专利授权许可收入3,629.2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27%。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发明专利授权1项，新增专利申请15项。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专利及专利申请总量327项，

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304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62件，另有已提出申请尚未授权的发明专利申请8件，上述发明专利及专利

申请分布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商标及商标申请共计141

项。 

2018年11月，公司“无线数据存储装置及方法”发明专利荣获国家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4年8月，公司通过了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的认证，成为全国首批、深圳首家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GB/T29490-2013）的企业。2018年9月，公司再一次通过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监督审核，公司将继续完

善知识产权管理，将知识产权融入到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公司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提高知识产权对公司经营发展的贡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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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授权许可收

入 
36,292,570.54 36,292,570.54 100.00% -10.27% -10.27% 0.00% 

闪存应用产品 209,999,707.68 14,429,842.92 6.87% -42.35% -36.20% 0.66% 

移动存储产品 28,228,977.83 1,524,374.75 5.40% -17.19% -38.00% -1.81% 

闪存控制芯片及

其他 
651,738,440.28 35,015,882.90 5.37% 43.98% 254.91% 3.19% 

房屋租赁 37,414,894.62 32,064,030.42 85.70% 6.10% 9.2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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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3,234,871.70 194,603.45 6.02% 52.18% -46.56% -11.11% 

合计 966,909,462.65 119,521,304.99 12.36% 4.10% 13.7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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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同比增长额 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 966,909,462.65 928,828,140.17 38,081,322.48 4.10% 

营业成本 847,388,157.66 823,720,938.79 23,667,218.87 2.87% 

税金及附加 3,333,341.86 3,197,089.47 136,252.39 4.26% 

销售费用 22,197,258.07 17,606,970.46 4,590,287.61 26.07% 

管理费用 23,186,656.66 21,464,024.55 1,722,632.11 8.03% 

研发费用 21,488,972.04 21,039,988.50 448,983.54 2.13% 

财务费用 -3,337,022.96 -3,496,760.77 159,737.81 4.57% 

资产减值损失 2,894,643.05 -1,857,618.01 4,752,261.06 255.83% 

其他收益 7,490,005.69 5,002,163.80 2,487,841.89 49.74% 

投资收益 19,699,791.37 13,488,309.05 6,211,482.32 46.05% 

资产处置收益 -79,214.75 -8,682.47 -70,532.28 -812.35% 

营业外收入 48,726.96 161,574.27 -112,847.31 -69.84% 

营业外支出 250 384,310.22 -384,060.22 -99.93% 

利润总额 76,916,515.54 65,412,561.61 11,503,953.93 17.59% 

所得税费用 12,419,871.12 9,223,132.32 3,196,738.80 34.66% 

净利润 64,496,644.42 56,189,429.29 8,307,215.13 14.78%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808.13万元，同比上升4.10%，主要原因为：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366.72万元，同比上升2.87%，主要原因为：产品销售收入上升而相应上升；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75.23万元，同比上升255.8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损失、存

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48.78万元，同比上升49.7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

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621.15万元，同比上升46.0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到的银行保本理财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830.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4.78%。各项利润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

期内产品销售收入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2）朗科大厦租赁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3）报告期末美元汇率比年初有所上升，而上年同期美元汇率下降，导致公司持有的

美元资产汇兑损益比上年同期上升，影响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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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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

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原“固定资产

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原“专项

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在“财

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益”项目。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经重列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2,750,000.00 -2,750,000.00 -  

应收账款 46,960,941.34 -46,960,941.34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9,710,941.34 49,710,941.34  

应收利息 256,946.43 -256,946.43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11,386,210.01 256,946.43 11,643,156.44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8,075,469.27 -8,075,469.27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075,469.27 8,075,469.27  

管理费用 42,504,013.05 -21,039,988.50 21,464,024.55  

研发费用  21,039,988.50 21,039,9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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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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