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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7                          证券简称：锐科激光                        公告编号：2019-026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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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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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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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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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科激光 股票代码 3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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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昆忠 刘笑澜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传真 027-81338810 027-81338810 

电话 027-81338818 027-81338818 

电子信箱 stock@raycuslaser.com lxl@raycuslas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关键器件与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高功

率光纤激光器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光纤激光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具有从材料、器件到

整机垂直集成能力的光纤激光器研发、生产和服务供应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为激光制造装备集成商提供各类激光器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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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解决方案，并为客户提供技术研发服务和定制化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10W至200W的脉冲光纤激光器；10W至20,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75W至450W准连续光

纤激光器；80W至4,000W直接半导体激光器等。公司产品广泛用于激光制造如打标、切割、焊接、增材制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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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462,026,640.

50 
951,827,214.50 951,684,428.61 53.63% 522,943,116.75 522,791,88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2,524,966.04 277,175,552.03 277,175,552.03 56.05% 89,035,380.79 89,035,3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5,217,919.82 271,573,799.51 271,573,799.51 45.53% 87,762,267.38 87,762,26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1,506,336.02 203,618,062.61 203,618,062.61 28.43% 122,878,079.19 122,878,07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86 2.89 2.89 33.56% 0.93 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86 2.89 2.89 33.56% 0.93 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5% 70.45% 70.45% -36.30% 37.45% 37.4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386,888,688.

82 
766,837,875.03 766,837,875.03 211.26% 517,706,364.18 517,706,36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34,373,522.

66 
514,375,064.19 514,375,064.19 295.50% 293,969,763.89 293,969,763.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分别将 2017 年、2016 年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142,785.89 元、151,229.20 元在利润表中的列报由“营业收入”

调整为“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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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859,285.07 430,344,667.36 333,352,242.53 377,470,44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691,204.46 145,403,902.82 106,201,433.21 68,228,4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605,672.20 142,301,239.62 101,513,052.86 40,797,95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5,223.22 123,660,391.26 53,748,779.12 90,142,3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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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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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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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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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三江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0% 43,518,089 43,518,089   

闫大鹏 境内自然人 10.61% 13,574,733 13,574,733   

江苏新恒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4% 13,230,734 13,230,734   

卢昆忠  境内自然人 4.31% 5,512,806 5,512,806   

李成 境内自然人 4.31% 5,512,806 5,512,806   

王克寒 境内自然人 3.93% 5,027,679 5,027,679   

闫长鹍 境内自然人 2.75% 3,519,375 3,519,375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则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 3,087,171 3,087,171   

杨宏源  境内自然人 0.69% 454,255 454,255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749,759 749,7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闫长鹍系公司股东闫大鹏之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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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作为新型光源，具有方向性好、亮度高、单色性好及高能量密度等特点。以激光器为基础的激光产业在全球发展迅

猛，已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通讯、信息处理、医疗卫生、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科研等方面。在工业制造领域，激光以其高

精度、高效率、高度自动化的多维优势成为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工具之一。光纤激光器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免维护、

使用性价比高等优异的属性，奠定了其在材料加工领域的绝对优势，光纤激光器在工业激光器的市场份额快速提高。 

锐科激光凭借自身人才和技术优势，实现了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整合，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市场垄断，实现了国产高功率激

光器的稳定应用，国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升。随着进口替代进程的加快，国内整体激光器价格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下游产业

的生产成本，扩大激光器的应用领域。根据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2018年的中国光纤激光器市场销量总额（含进口）超过

82亿元， 锐科激光的国内市场销售份额从2017年的12%增长至2018年的17.8%，提升近6个百分点，仅次于美国IPG在中国的

市场份额，牢牢占据国产光纤激光器领先的市场地位。2018年公司国内与国外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分别达到1,388,325,150.47

元和73,701,490.03元，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55.79%和21.79%。 

报告期内，公司在服务好现有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扩大客户数量，使公司客户群体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公

司2018年的客户数量达到九百多家；同时，公司也启动了海外销售和服务机构建设工作，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锐科激光保持了整体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高功率产品的销售占比进一步提高。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2,026,640.50元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524,966.04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53.63%和56.05%，公司销售收入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的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客户逐步认可公司更高功率的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在中低功率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

同时，高功率产品销量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的销售收入达到1,115,259,709.42元，较上年增长

55.17%，其中2,000W及以上的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的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0.03%。2018年，公司连续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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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的重点产品逐步向更高功率产品转移，在3,300W上实现客户和销售数量的大幅增长，3,300W连续光纤激光器收入增长

258.67%, 6,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收入增长126.21%，12kW光纤激光器实现小批量销售。 

2、公司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应对公司的快速崛起，国外竞争对手大幅调低了产品价格。面对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的

局面，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原材料成本管控，保持了合理的毛利水平，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持续推进激光器

产品的核心原材料和元器件的自制种类和比例的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研发了更高功率的泵浦源产品、特种光纤产

品和光纤光栅，为后续产品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公司持续推进价值工程，加强工艺改进，优化产品设计，

进一步控制公司管理成本和生产制造成本；公司持续推进第二、第三合格供应商的认证工作，在提升物料保障的同时通过国

产替代、招标采购等持续降低材料采购成本。 

3、公司部分技术开发项目完成交付及现场验收，2018年实现技术开发收入77,437,565.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0.55%。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更高功率、更高技术水平的新产品。同时，公司持续加大在核心原材料和器件

的投入，重点推进大功率光纤激光器泵浦源生产工艺的自动化和特种光纤的工艺改进和产能提升；加快研发更高功率的光纤

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产品及其所需要的配套核心原材料和器件，保持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研发平台的申报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公司参与申报的2018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面向制造业的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正式立项；公司申报的湖北省企业技术中心正式获湖北省发改委授牌认定；

公司承担的湖北省科技厅的20kW光纤激光器项目已经完成了项目验收的工作。 

4、其他收入增长 

2018年，其他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公司其他收入主要包含各个特种行业的定制激光器和设备收入、售后服务收入、直

接半导体激光器收入，其中，特种行业的定制激光器和设备收入下滑较大，售后服务收入较上年增长134.46%，直接半导体

激光器收入较上年增长3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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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冲光纤激光器 222,763,089.44 73,014,969.89 32.78% 27.04% 34.21% 1.75% 

连续光纤激光器 1,115,259,709.42 551,587,804.15 49.46% 55.17% 50.13%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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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8年激光行业整体增速有所放缓。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市场战略，促使

公司年度经营业绩保持了较快增长。公司高功率光纤激光器产品收入增长较快，成本控制较好，是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具体增长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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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 1,462,026,640.50 951,684,428.61 53.63% 

营业成本 799,398,714.89 508,307,575.23 5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432,524,966.04 277,175,552.03 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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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相关通知要求，公司2018年对会计政策即会计报表格式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

示产生影响，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同时，根据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对会计估计即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进行变更。本次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坏账准备共

计207.38万元，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207.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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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户，比上年度增加1户。新增加的子公司为2018年12月新成立的无锡锐科光纤

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开展业务，本公司对其持股100%。 

(以下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伍晓峰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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