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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5                          证券简称：龙源技术                          公告编号：定 2019-001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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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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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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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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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源技术 股票代码 3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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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冷 张天怡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山路 2

号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山路 2

号 

传真 0535-3417190 0535-3417190 

电话 0535-3417182 0535-3417182 

电子信箱 p0002400@chnenergy.com.cn p0002400@chnenerg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围绕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经过多年积累发展形成了节能、环保两大业务板块，在节油点火、低氮燃烧、燃

烧优化控制等方面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在深耕火电燃烧控制领域的同时，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向非电领域及电站运行智

能化（软件）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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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节能业务包括节油类业务，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分级省煤器及 MGGH 等。节油类业务主要用于燃煤锅炉的点火及

低负荷稳燃，应用等离子体点火技术或微油点火技术可大大降低锅炉燃油用量，经济效益显著。公司主要技术指标和市场占

有率保持业内领先水平，并首先实现海外出口。省煤器技术是通过吸收并利用锅炉烟气热量，提高燃煤机组效率及环保设施

效率的技术。 

公司环保业务包括低氮燃烧业务，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烟羽治理业务、宽负荷脱硝烟气旁路业务，锅炉综合改造业务等。

公司低氮燃烧业务是通过相关技术和设备控制燃烧工况，在不影响机组燃烧效率的情况下降低燃烧产物（烟气）中氮氧化物

生成量。烟羽治理业务主要用于减轻或消除燃煤锅炉烟囱排出的有色烟羽、石膏雨等现象，甚至还可以降低脱硫水耗、协同

脱除污染物，环保效益明显。宽负荷脱硝烟气旁路技术是一种加装旁路烟道实现宽负荷脱硝的技术，实施该技术可大幅度提

高机组低负荷工况 SCR 入口烟温。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等离子体超低 NOx 排放技术研究与示范”；完成了等离子体点火及稳

燃技术优化升级的研究；并在高水分褐煤点火的一系列问题上取得技术突破，即将实施项目示范。实施了九江电厂深度降氮

项目，在燃用相同煤质情况下，达到国内最低水平；完成了燃气低氮技术的研发，并于新疆广汇实施，降氮率达 70%以上。

公司抢抓国家环保政策变化带来的市场机遇，签订并实施了龙山、衡丰及邯郸等烟羽治理项目，进军烟羽治理领域。报告期

内，公司在非电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签署化工、矿业多个链条炉烟气脱硝项目，此外，回转窑低温脱硝超低排放技术在山

西银光华盛镁业和承德信通首承矿业得到成功应用，奠定了公司在非电市场的品牌影响力。电站运行智能化控制产品已经体

现商业价值，AGC 优化调整技术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影响力，首次在亚临界供热机组中成功应用；“模型预测控制技术在火电

控制系统应用”项目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为“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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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838,041.94 595,959,880.29 -22.17% 444,533,8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0,387.16 15,986,370.32 -47.83% -164,484,67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69,168.54 -13,668,906.97 -60.72% -179,920,04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42,240.43 -73,553,267.42 230.17% 226,171,68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311 -47.59% -0.3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311 -47.59% -0.3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0.71% -0.34% -8.6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310,667,319.24 2,389,458,039.88 -3.30% 2,549,959,6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1,822,993.37 1,932,980,313.98 0.46% 1,917,614,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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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36,831.97 129,671,040.26 97,500,279.56 188,029,8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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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0,769.42 10,071,365.68 -7,089,729.12 13,619,52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27,074.98 2,180,937.73 -14,080,387.21 -442,64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3,299.19 42,481,486.48 -46,364,813.32 101,498,8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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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5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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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科技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25% 119,322,720    

雄亚(维尔京)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5% 96,228,000    

烟台开发区龙

源电力燃烧控

制工程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 15,27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3% 6,302,600    

张庆华 境内自然人 0.67% 3,435,860    

曹波 境内自然人 0.46% 2,366,795    

程永红 境内自然人 0.41% 2,086,308    

区振达 境内自然人 0.38% 1,961,000    

张岷 境内自然人 0.34% 1,729,300    

苏寿春 境内自然人 0.32% 1,63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家能源集团，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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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2018 年，在集团公司的战略引领下，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部员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积极面对深刻变化

的市场环境，成功应对火电行业增速持续放缓、传统业务进入低潮、客户回款困难等不利因素，保持了盈利态势。积极参与

烟羽治理项目，并将技术优势延伸到非电及电站运行智能化（软件）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383.80 万元，

同比下降 22.17%；利润总额 720.60 万元，同比下降 49.7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04 万元，同比下降 47.8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明确技术研发方向，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发展。 

一是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等离子体超低 NOx 排放技术研究与示范”；完成了等离子体点火及稳燃技术优化

升级的研究；并在高水分褐煤点火的一系列问题上取得技术突破，即将实施项目示范。二是模型预测控制技术在火电控制系

统应用项目技术鉴定为“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 AGC 优化调整技术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影响力，首次在亚临界供热

机组中成功应用。四是回转窑低温脱硝超低排放技术在山西银光华盛镁业和承德信通首承矿业得到成功应用，奠定了公司在

非电市场的品牌影响力。五是实施了九江电厂深度降氮项目，在燃用相同煤质情况下，达到国内最低水平；完成了燃气低氮

100% 

46.00% 58.44%

% 

100% 

39.21% 

39.19% 

23.25% 18.75% 

10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 

雄亚（香港）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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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研发，并于新疆广汇实施，降氮率达 70%以上。六是对外交流合作开花结果，先后与东北电力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设立了“研究生工作站暨实践教学基地”并成立了“煤粉清洁燃烧及优化控制实验室”；与西安交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成立了“节能中心联合实验室”。加强了产学研创新协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 4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另有 76 项专利申请正在审查中。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授权

专利 299 项，其中国内发明专利 86 项，国外发明专利 18 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193 项，外观设计 2 项。拥有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12 项。 

（二）开拓市场营销思路，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升。 

一是主动出击开拓市场。对多家电力、煤炭集团加强技术和产品的推广交流，实现了订单增长。二是多措并举清收账款

效果显著。以激励机制为保障，机动灵活方法为利剑，开展全员清收清欠工作，使长账龄回款持续有效压降，实现了大面积

清收。三是在新建项目纷纷放缓或暂停的背景下，营销重心向后端备件市场倾斜，实现了备品备件订单的稳定增长。四是海

外市场稳步推进。继续加大对印尼、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同时在原有市场基础上，对东欧、美洲、非洲等

市场也逐渐加大拓展力度，公司自有技术品牌知名度在国际市场有显著提升。 

（三）加强依规治企，基础管控工作有效提升。 

一是规范开展采购活动。严格执行集中采购，重视采购环节的成本压降，通过谈判和大宗物资逢低采购等方式合理降低

采购成本。二是强化内控风险防控。全年执行“三公经费”、招投标、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审计监察，有效堵

塞了管理漏洞防范了经营风险。三是法治建设持续推进。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掌握发展主动权。

深化风险防范机制，做严做实规章制度、经济合同法律审核。四是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彩虹”人才计划试点工作，

构建了“管理和专业”并行的全口径、全过程职业发展路线和晋升方向，拓宽人才成长空间。五是持续优化组织结构，激发

产业发展活力。重新定位产业发展部职能，优化人员构成，重点关注非电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六是资质建设成果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A 级锅炉制造许可证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进一步夯实了锅炉燃烧专业化公司地位；荣获全

国电力行业“AAA 级信用企业”称号，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最高信用等级的电力行业制造企业。 

（四）落实安全质量管理，安全质量基础不断夯实。 

一是加强安全管理标准化确保平稳运营。系统梳理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引入外部专家协助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汇

编》，以标准化建设推动管理再上新台阶。加强项目施工安全巡检和现场安全施工管理，实现全年生产经营平稳，无人身、

设备安全责任事故。二是加强质量目标对标管理。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质量监控，重点加强了产品监造，确保重

点设备、关键产品的质量，实现了闭环管理，产品和服务得到有效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来自国内外客户的表扬信、感

谢信 30 余封，产品及服务获得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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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离子业务 155,793,841.02 49,828,162.38 31.98% 15.20% 30.21% -7.84% 

低氮燃烧业务 150,111,912.31 11,203,730.99 7.46% 79.90% 71.90% 4.30% 

省煤器业务 110,323,335.26 35,676,141.86 32.34% -34.19% -48.21% 18.31% 

其他业务 17,936,748.92 6,594,709.11 36.77% 0.32% 38.93%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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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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公司传统业务回落，呈现低位稳定状态。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22.17%。实现利润总额720.60万元，同比下降49.7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4.04万元，同比下降47.83%。 

节能板块实现收入2.4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09%。该板块中余热利用业务本报告期内未实现收入，较上年减少1.52

亿元；等离子点火业务实现收入1.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21亿元；微（少）油点火业务实现收入0.22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0.18亿元；节能板块下的省煤器类业务（高低压省煤器、MGGH、分级省煤器）实现收入0.6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46

亿元。 

环保板块实现收入2.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34%。该板块中低氮燃烧业务实现收入1.50亿元，较上年增长0.67亿元；

锅炉综合节能改造业务实现收入0.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07亿元；公司抢抓国家环保政策变化带来的市场机遇，积极参

与烟羽治理项目，签订并实施了龙山、衡丰及邯郸等烟羽治理项目，实现收入0.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33亿元；电站运

行智能化（软件）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0.07亿元，较上年增长0.02亿元。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应对了火电行业增速持续放缓、传统业务进入低潮、客户回款困难等不利因素，保持了盈利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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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1 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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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8

年9月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规定，财政部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的格式进行了修订，从

而变更了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合并了

7组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拆了2组利润表项

目； 

 

同时规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收

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

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

填列。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财政部修

订准则，

不需要审

批 

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行项目合并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 

2、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

行项目合并为“其他应收款”行项目； 

3、将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和“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合并为 “固定资产”

行项目； 

4、将原“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行项目合并为“在

建工程”行项目；  

5、将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行项目合并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 

6、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合并为“其他应付款”行项目； 

7、将原“长期应付款”和“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合并

为“长期应付款”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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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对本期财

务报表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对应的可比

期间比较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 

 

 

利润表： 

1、将原“管理费用”行项目拆分为“管理费用”和“研

发费用”行项目； 

2、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

收入”行明细项目，“利息费用”行项目反映企业为

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

利息支出，“利息收入”行项目反映企业银行存款产

生的利息收入，以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相关规定确认的利息收入； 

3、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扣

缴税款手续费，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 

(1)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本集团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2,389,458,039.88  2,389,458,039.88 

应收票据 241,724,924.03 -241,724,924.03  

应收账款 498,494,973.88 -498,494,973.8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0,219,897.91 740,219,897.91 

应收利息 19,835,506.82 -19,835,506.82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168,346.65 19,835,506.82 24,003,853.47 

负债合计 452,775,894.19  452,775,894.19 

应付票据 85,340,008.61 -85,340,008.61  

应付账款 221,995,453.90 -221,995,453.9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07,335,462.51 307,335,462.51 

股东权益合计 1,936,682,145.69  1,936,682,145.69 

净利润 13,708,903.13  13,708,903.13 

管理费用 110,647,670.94 -39,041,959.45 71,605,711.49 

研发费用  39,041,959.45 39,041,959.45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2,394,724,873.57  2,394,724,873.57 

应收票据 241,724,924.03 -241,724,924.03  

应收账款 492,335,464.88 -492,335,464.8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34,060,388.91 734,060,388.91 

应收利息 19,835,506.82 -19,835,506.82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154,246.65 19,835,506.82 23,989,753.47 

负债合计 448,296,855.59  448,296,855.59 

应付票据 87,280,008.61 -87,280,008.61  

应付账款 216,675,245.36 -216,675,245.3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03,955,253.97 303,955,253.97 

股东权益合计 1,946,428,017.98  1,946,428,017.98 

净利润 14,971,110.93  14,971,1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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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06,941,889.91 -39,041,959.45 67,899,930.46 

研发费用  39,041,959.45 39,041,9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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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