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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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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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52,284.88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2,554.22元，

加上 2017年 12月 31日未分配利润 215,537,970.07元，扣除支付普通股股利 22,309,939.70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244,577,761.03 元。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以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及因《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相关规定而需回购注销但尚未完成的股份），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 2019年 04月 22日，以总股本为 453,159,794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 10,379,902股、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而需回购注销但尚

未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5,000股计算，公司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48,696,438.12元，占当年实

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64%。 

如自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保持每股派

现金额不变，以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对派现总额做相应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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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锻智能 603011 合锻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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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峰 栾兴成 

电话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紫云路123号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紫云路123号 

电子信箱 0551-63676808 0551-63676808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业务涉及高端成形机床、智能分选设备、工业视觉、智能化集成控制等，具备年产 500 台套

大中型液压及机械压力机装备和 4000 台智能分选设备的生产能力。 

1、液压机、机压机业务 

以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液压机和机压机及其生产线为主，能够为客户提供各种金属及非金属成

形成套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军工、船舶、轨道交通、新材料、

石油化工等行业和领域。 

（1）液压机业务  

①汽车领域：主要包括液压机冲压线、内饰件液压机、车门包边液压机、热冲压液压机、内高压

成形液压机等。液压机冲压线主要用于汽车车身覆盖件批量生产，并集成机器人、废料线等配套

设施形成冲压自动化生产线；内饰件液压机结合搬运机器人组成汽车内饰件生产智能岛；多工位

车门包边液压机为各大汽车生产商焊装线上提供车门包边的关键装备；鉴于汽车行业的“轻量化、

高速化”的发展方向，公司自主研发热成形液压机生产线，可为汽车高强度板材热成形提供成线

装备；内高压成形液压机为解决汽车异形管件成形装备。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能够为汽车零部

件制造提供多种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 

②航空航天、军工领域：主要包括等温锻造液压机、双动充液拉深液压机、多项模锻液压机、精

密双向压药液压机等用于飞机和航天器的核心零部件的智能化生产装备，包括飞机发动机叶片、

制动片、起落架等，航天整流器、燃料舱、高压异形接头等。 

③船舶、轨道交通领域：船舶外蒙皮板的多坐标异形成形压机， 高压大通经三通四通阀门采用国



际先进的三向或多向压制工艺技术；高铁道岔全自动生产线打破国外设备垄断，服务于中国高铁

各大生产基地。 

④新材料领域：热成形自动化生产线解决汽车轻量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复合材料压机、钛合金压

机、环保材料压机、碳纤维材料压机等是新材料领域成形的重要生产装备。 

（2）机压机业务 

①全自动机械压力机冲压线：该种设备采用智能化人机交互界面，PLC 及远程网络控制技术，可

实现全自动换模功能，配机器人送料， 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及薄板冲压覆盖件领域。 

②闭式单点、双点、四点、多连杆系列机械压力机：整机模块化设计，结构先进；具有高刚度、

高精度及良好的精度稳定性，PLC 及远程网络控制技术。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及薄板冲压覆盖

件领域。 

③多工位系列、级进模系列机械压力机：整机刚性好，抗偏载能力强； 智能化人机交互界面；PLC

及远程网络控制技术； 主要应用于小型冲压件领域。 

④落料系列机械压力机：整机刚性好，抗冲击能力强，自动化程度高。主要应用有于落料整形需

求的领域。 

2、轻量化解决方案业务 

面向新能源汽车、5G 通信、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军工等领域的大型复杂轻合金集成制造和轻量

化需求，开展轻合金精密成型技术服务，以及轻合金精密成型设备、轻合金零部件的开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 

3、色选机业务 

公司致力于智能光电分选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粮食、茶叶、水产、

矿石等领域，市场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内部组织架构，加大核

心技术开发投入，积极拓展光电分选技术和产品在新兴领域的应用，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

战略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快速增强公司的行业地位、扩大企业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大米分选 

大米加工是光电分选设备应用最成熟的领域，对设备的要求也相比更加领先。报告期内，公司针

对客户对多种类原料独立分选和设备智能化水平的需求，开发了全新一代 RZ+系列红外复合大米

色选机，更加适合黄、白、碎、恶杂各类原料完全独立分离的需求，产品集成多种传感器和算法，

实时统计客户生产线产量、含杂率、破碎率等各项指标，并通过互联网实时发送到移动客户端，

显著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2）杂粮分选 

报告期内，在加强公司传统优势领域的竞争优势以外，针对市场占有率偏低的细分领域，如花生、

辣椒、腰果等行业，开发了多款专用机型，并成功的推向市场，均取得了市场的认可。具体产品

包括 Z 系列花生专用色选机、BS 系列辣椒色选机、腰果专用色选机等。 

（3）茶叶分选 

报告期内，针对茶叶加工客户加工效益提高、品质安全控制等需求，开发并推广了行业内首台 6

层茶叶色选机，显著提高了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成功开发了红外复合茶叶色选机，能够

有效剔除各类意外混入杂质，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茶叶分选领域的领导地位。 

（4）水产分选 

随着人力成本不断提高，附加值较高的水产加工领域，对光电分选装备的需求快速增长。公司在

行业内最早布局了水产分选专用设备，并取得了大量应用。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高了原有产

品的分选能力，销售数量进一步提高；同时开发了适用于新鲜水产的分选设备。 

（5）矿石分选 

公司是国内最早将可见光分选设备成功应用于矿石分选领域的企业，拥有多年的产品应用经验。

随着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矿石加工企业都在选择更加绿色环保的加工工艺。光电分选设备作

为无污染的加工方法，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加工设备。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的可见光分选设备

基础上，开发了针对 3 厘米以上及 1 毫米以下尺寸矿石颗粒的分选设备，并取得了客户的好评。

同时，开发了适用于矿石分选应用的 X 射线分选设备和荧光分选设备，将陆续投向市场。 

（6）果蔬与固体废弃物分选 

①随着国内饮食习惯的逐步改变，优质水果、洁净蔬菜的消费在餐饮企业和家庭逐步扩大，水果

蔬菜光电分选设备的需求在快速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果蔬分选设备的开发，并成功投放

市场； 

②城市垃圾中包含大量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传统的人工分拣方式成本高，也无法适应大批

量加工。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固体废弃物回收领域的塑料制品分选，在原有可见光分选设备基础

上，全新开发了多光谱红外分选设备，并成功投放市场。 

4、高频电磁阀业务 

开展高频电磁阀的开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产品主要用于智能分选设备，是智能分选执行系统

的关键零部件。 

（二）经营模式 



1、液压机、机压机业务 

   （1）采购模式：公司产品主要零部件包括结构件、铸锻件、液压系统、电气系统、安全系统

及相关附件等。采用集中平台采购和项目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全面规划供应链中的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等，实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提高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效率，保证项目产

品的保质按期配套。采购部门对钢板、 铸锻件等主要原材料，通过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再比质、

比价进行集中采购；对于常规液压件、电气件等外购件通过招标的方式，根据生产原材料需求计

划合理组织在合格供应商名录内集中采购；对主要泵阀等核心元器件以及加热系统、自动化系统

等通过培育核心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的方式，加强采购项目管控和组织，满足生产和客户的要

求。 

（2）生产模式：目前公司产品主要为个性化定制产品，生产组织采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与项目

管理相结合的柔性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根据项目产品交付用户使用及服务的各节点控制计划，统

一协调人、财、物、信息、时间和空间等综合资源进行平衡和优化管理，设有计划管理、物流管

理、质量管理、用户服务信息管理等平台组织管理系统，并结合业务产品特点，具备产品液压系

统测试、电气控制系统组装及测试、整机模拟工况测试等专业生产平台，实现快速有序按用户需

求进行生产。 

（3）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用直销及经销模式进行产品销售并提供有偿增值服务。对于用户定制

化产品或者设计制造难度大的产品采用直销模式，前期与用户进行技术及工艺上的充分沟通，了

解用户需求，并制定适合用户生产工艺的技术方案，为用户提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产品。经销

模式主要通过贸易公司或设备经销商进行销售，适用于少部分外贸产品以及常规批量产品的销售。

公司还为已购买产品的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如产品节能改造、自动化集成、软硬件升级、设备大

修保养、零部件更换等。 

2、轻量化解决方案业务 

（1）采购模式 

主要原材料为铝合金、镁合金等轻合金材料，还包括五金件及相关辅材，采用“以产定购”方式，

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确定采购方案；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面向每一类物资的供应商

数量至少两家以上，采购时通过比质、比价进行集中采购，并与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供应

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审和维护。 

（2）生产模式 

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产品为客户个性化定制。根据客户的产品交付要求制定生产计划



并组织实施，针对不同客户对产品不同材料、不同规格、不同性能的要求，利用协同调度和优化

方法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3）销售模式 

采用直销进行产品销售，并提供技术服务。面向的客户主要为整车厂和主机厂等总成商。产品销

售方面，首先需要通过客户的认证考核，成为客户的合格供应商；接到客户定制产品的订单后，

根据产品需求和技术要求与客户合作研发，确定产品技术方案；然后根据方案，综合考虑研发投

入、制造成本和未来需求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技术服务方面，利用自有的中试平台和技术开发能

力，为客户提供轻量化完整解决方案。 

3、色选机业务 

（1）采购模式 

采购以质量、成本、及时率及零库存为中心优化采购流程，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制定年度采购计划，

以年度采购计划需求数据为基础，根据合格供应商分级名录的等级及招标的方式与供应商确定年

度采购份额使其供应商按照年度份额进行报价有效的降低采购成本。供应商每日根据 N+3 滚动送

货计划的原则供货。 

为满足交货质量及交货及时性，每周定期召开供应商会议，持之以恒的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满

足生产需求。 

通过来自采购、生产、质量等控制部门对供应商的交期、价格和质量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和审核，

对供应商进行分级管理，对分级管理后的供应商进行供应商绩效监控，为供应商设定绩效目标，

并定期对供应商绩效目标进行监控，达到供应商供货质量的一致性，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2）生产模式 

2018 年公司贯彻“以客户为中心”成立总调度管理中心，优化生产管理资源配置，对销售市场信

息统一管理、生产资源统一分配，达到产销高度统一；生产以管理中心提供的季度生产计划及月

度销售需求计划为导向组织生产经营活动，采用标准机型库存、非标订货组装及订单组合型的生

产制造方式来快速满足市场。导入“N+3”滚动生产计划模式提高生产制造环节过程中信息流的

及时性和物流的准确性，实现原材料零库存的同时满足了及时化生产和柔性供应链管理的需求，

缩短定制产品的生产周期，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生产以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及专业专供为中心，组建大米机生产线、杂粮机生产线、矿石履带机

生产线及茶叶机生产线，借助生产技术工艺部的力量，运用 IE 七大手法制定工艺标准及标准工时，

对工装治具进行有效合理的完善提升了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产能取得有效突破。 



以产品质量为中心推行全员质量管理，共同对产品质量负责，对产品质量进行事前控制，每一道

工序都处于受控状态。 

报告期投入全自动化钣金生产线，从自动下料中心到全自动机器人钣金折弯，保证了产品的结构

和外观质量，提高计划达成率、板材的利用率，降低运行成本； 

产品涉及到光、电、机、气等多个领域，从产品重要执行元件动力模块的加工到核心部件光路模

块及电子模块的制造、成像装备的生产均由自动化流水线保障，确保产品质量及生产周期在工厂

范围内的可控性。 

（3）销售模式 

国内采用直销和经销并存的销售模式，国外采用经销模式。 

4、高频电磁阀业务 

（1）采购模式 

主要原材料为软磁合金、铝合金、塑料、橡胶、线路板等原材料，还包括五金件及相关辅材，根

据采购周期和生产需求制定物料的安全库存和采购计划；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面向每一类物资

的供应商数量至少两家以上，采购时通过比质、比价进行集中采购，并与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

力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审和维护。 

（2）生产模式 

根据市场客户对电磁阀的实际需求，生产不同流量的若干种型号高频电磁阀。根据客户的产品交

付要求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实施，针对不同客户对产品不同材料、不同规格、不同性能的要求，

利用协同调度和优化方法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 

（3）销售模式 

采用直销进行产品销售，面向的客户主要为分选设备商。根据客户提出的分选需求，考虑与客户

设备机械和电气的兼容，为客户提供合适的产品。 

（三）行业情况说明 

1、液压机、机压机业务  

据中国机床工具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反映运行整体稳定，市场需求仍保持一定增速，企业

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关注几个具有先导性的运行指标，如新增订单、产量和产成品存

货均呈现下降趋势，全年行业运行的下行压力一直在增加，运行的波动性加大。 

从近期了解的上下游行业运行情况看，上游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受去产能影响，价格持续上升，经



济效益明显回升，这一趋势随着去产能不断落实还会继续保持。这无疑会持续抬高机床工具行业

的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下游用户领域随着国家刺激政策和措施的退出（如，新能源汽车补贴、

光伏补贴等），以及去杠杆的持续落实，投资活跃的程度将会下降。这将影响机床工具消费市场需

求的稳定增长。受上下游的运行形势压迫，机床工具行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就急剧增加。 

2、轻量化解决方案业务 

本公司所处的轻量化行业是国家长期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当前市场容量接近 600 亿元，年复合

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12%。特别是本公司专注细分市场：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5G 基站支架等大型

复杂件的轻量化，当前轻量化渗透率仅为 2%，而预计未来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 30%以上，是轻合

金零部件中发展潜力最大、当前轻量化率最低的蓝海行业。 

3、色选机业务 

农产品检测分选领域主要集中在大米、杂粮、茶叶色选等传统领域，以及水产、中药材、果蔬等

新兴领域，伴随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引导，以及国内食品加工的产业化发展，行业

发展前景广阔。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增长期，色选机应用日益普及，市场需求进入平稳阶段，作为

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渐形成核心技术竞争格局，需要高尖端的研发队伍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中科

光电作为行业介入较早的专业化、规模化公司，积累了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立足国内并

成功拓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成为国内外色选行业的佼佼者，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报告

期内，基于可见光、近红外、X 射线等多种光谱复合成像技术，推出了多款具备互联网功能的智

能化光电分选设备，应用于大米、杂粮、茶叶等多个领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并拓展了未来发展

空间。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矿石、固体废弃物、果蔬、水产等新兴领域

的应用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报告期内推出的双能 X 射线分选机、激光分

选机、多光谱红外分选机等为拓展新兴领域的应用提供了解决方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多元化

竞争，确立了在矿石、塑料等分选领域的优势竞争地位，逐步树立了拥有多个拳头产品、技术全

面的专业品牌形象，确立了研发、制造、销售的业内领先地位。 

4、高频电磁阀业务 

现代分选和回收行业需要响应速度快、使用寿命长的高性能高频电磁阀，特别是在色选机、选烟

机、纺织机等高频工作设备中，高频电磁阀属于核心基础零部件，且单台设备需求量大：以色选

机为例，平均每台色选机需要 500 个通道，国内色选机每年需求在 1.5 万台左右，即有 750 万个

高频电磁阀通道需求，因此光国内色选机用高频电磁阀的市场容量就接近 4 亿元，细分市场需求



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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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251,111,966.08 2,200,013,144.73 2.32 2,014,955,416.30 

营业收入 798,812,579.42 729,281,016.44 9.53 649,707,10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452,284.88 42,149,352.83 22.07 51,294,49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27,330.78 23,847,292.53 8.30 37,353,96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31,577,890.99 1,697,480,339.39 2.01 1,677,415,38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28,541.86 -35,676,705.36 12.75 80,183,67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9 22.22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9 22.22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0 2.50 增加0.5个百

分点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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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57,927.92 191,235,867.04 209,191,311.32 227,927,47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258,373.92 16,542,662.79 9,381,765.10 13,269,48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570,388.01 11,073,862.10 7,744,874.82 -2,561,79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090,452.04 -25,823,095.32 5,659,422.01 50,125,5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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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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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严建文 1,138,422 148,438,422 32.76   质

押 

21,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5,630,910 10.07   无   国有

法人 

段启掌 3,415,000 32,102,500 7.08 28,687,500 质

押 

26,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5.64   无   国有

法人 

天治基金－浦发银

行－华宝信托－华

宝－银河 3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673,787 12,979,827 2.86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长信基金－浦发银

行－陆家嘴国际信

托－陆家嘴信托－

鸿泰 6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7,810,687 12,294,734 2.71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泰达宏利基金－平

安银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华润信

托·安徽国资定增 1

期集合信托计划 

  9,939,759 2.19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存爱   2,587,500 0.57 2,587,5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肖铁罗 2,400,000 2,400,000 0.53   无   未知 



程卫生 999,554 2,124,554 0.47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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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81.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45.2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0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2.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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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

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 2018

年 1月 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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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

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

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

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28,604,789.57 — 28,604,789.57 — 

应收账款 356,014,543.91 — 241,114,380.02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384,619,333.48 — 269,719,169.59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7,813,270.68 7,813,270.68 7,494,345.38 7,494,345.38 

固定资产 373,077,209.33 373,077,209.33 324,333,695.51 324,333,695.5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在建工程 4,633,340.70 4,633,340.70 4,633,340.70 4,633,340.70 

工程物资 — — — — 

应付票据 108,108,796.99 — 75,695,099.00 — 

应付账款 116,504,200.83 — 60,862,880.07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224,612,997.82 — 136,557,979.07 

应付利息 122,769.28 — 122,769.28 —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4,006,362.12 4,129,131.40 4,005,862.12 4,128,631.40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88,405,928.19 46,872,956.50 51,274,669.43 36,169,496.84 

研发费用 — 41,532,971.69 — 15,105,1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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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中科光电 100.00 — 

2 劳弗尔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劳弗尔 100.00 — 

3 安徽思源三轻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思源三轻 67.00 — 

4 合肥核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核舟电子 100.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新增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劳弗尔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劳弗尔 设立 

2 安徽思源三轻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思源三轻 设立 

3 合肥核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核舟电子 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