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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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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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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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09,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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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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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科技 股票代码 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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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昆仑 王春伟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59 号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59 号 

传真 0571-85012008 0571-85012008 

电话 0571-85012176 0571-85012176 

电子信箱 fpi@fpi-inc.com fpi@fpi-in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应用于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实验室仪器等领域的仪器仪表；以先进的检测、信

息化软件技术和产品为核心，为环境保护、工业过程、水利水务等领域提供分析测量、信息化、运维服务及治理的综合解决

方案。公司的主营业务类别主要有环境监测系统、环境修复及运维、咨询服务、工业过程分析系统、实验室分析仪器、水利

水务智能化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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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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895,520,536.27 3,824,905,211.51 1.85% 2,799,399,31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13,392.45 601,205,846.30 -93.38% 448,907,0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63,419.00 546,199,393.06 -103.89% 309,257,52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696,394.77 481,711,440.69 4.77% 65,481,98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1.33 -93.23%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1.33 -93.23% 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17.68% -16.51% 15.2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517,692,617.18 7,887,226,057.82 7.99% 6,377,998,71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7,404,404.21 3,499,194,816.67 -4.91% 3,139,007,106.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15,076,739.81 842,669,405.88 1,132,693,507.16 1,334,322,53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547,566.09 135,761,076.08 133,648,848.92 -275,144,09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18,276.68 112,625,480.46 116,128,779.50 -290,435,95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284,594.05 14,483,803.37 296,295,409.48 573,901,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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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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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睿洋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8% 108,505,300  

质押 87,640,300 

冻结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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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渡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6% 57,741,600  质押 47,282,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5% 21,035,484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4.10% 18,554,763    

ISLAND 

HONOUR 
LIMITED 

境外法人 3.47% 15,698,800    

陈玉宝 境内自然人 1.98% 8,980,06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3% 3,300,258    

阿布达比投资

局 
其他 0.68% 3,058,270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

国 A 股基金 

其他 0.59% 2,647,686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中

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2,434,0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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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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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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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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9年经营目标，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实施既定的

战略目标及经营计划，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及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大量出现及竞争环境恶

劣，及时调整公司经营计划及目标。公司持续强化对合同、营业收入质量、资金回笼和供应商管理工作，适度调整分配体系，

努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防范资金风险，化解各项历史遗留风险，实行保生存和防范重大风险的策略；公司顺应各行业的发

展规律和现实状况，停止签订PPP等建设投资类项目新合同，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控制此类项目的推进；要求各事业部、子公

司发挥产品丰富和专业服务的优势，重点投入有重大发展机遇的产品、行业应用，持续做强做大高端分析仪器业务；鼓励各

事业部、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取得增长，但公司整体毛利率出现下滑，由于各项费用支出存在刚

性，公司各项费用率上升，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持续改善，但公司自由现金流净流量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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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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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略有增长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一、2019年由于市场竞争加

剧、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和强化业务风险控制等原因，综合毛利率下降7.85%，；由于营业收入增长1.85%，但期间费用（含

研发费用）支出增长刚性，各项期间费用（含研发费用）率均上升2.8%，上述原因影响降低利润总额约4.1亿元；二、按照

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等相关要求，经对现有经营状况和未来经营战略的分析评估，对哈

尔滨华春药化有限公司、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鑫佰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三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子

公司所形成的商誉，提减值准备约 1.4亿元。上述原因导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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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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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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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 

方式 

股权取得 

时点 

期末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直  接 间  接 

邯郸市聚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19/5/27 1,000,000.00 100.00% — 

北京天之任志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19/9/18 0.00 100.00% — 

宣城聚光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19/1/31 13,000,000.00 90.00% — 

淮南市聚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19/10/21 3,000,000.00 89.00% —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对若干新设子公司实际缴付出资。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方式 

股权处置 

时点 

处置日 

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玉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9-10-23 5,845,630.53 686,2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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