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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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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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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9074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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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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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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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101,212,968.27 3,895,520,536.27 5.28% 3,824,905,2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9,235,071.33 39,813,392.45 1,128.82% 601,205,84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124,966.35 -21,263,419.00 490.93% 546,199,39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557,451.29 504,696,394.77 26.52% 481,711,44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 0.09 1,122.22% 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 0.09 1,122.22% 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5% 1.17% 12.58% 17.6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370,697,819.72 8,517,692,617.18 10.01% 7,887,226,05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65,888,263.87 3,327,404,404.21 13.18% 3,499,194,8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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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74,567.85 973,908,674.46 930,587,591.75 1,746,542,13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67,712.80 49,450,064.79 28,555,776.83 446,996,94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459,528.59 27,427,283.82 14,527,903.41 82,629,30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803,389.49 220,051,583.48 24,813,175.26 600,496,0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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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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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 95,397,308 95,397,308 

质押 73,036,000 

冻结 1,550,000 

浙江普渡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6% 57,741,600 57,741,600 质押 47,282,000 

ISLAND 

HONOUR 

LIMITED 
境外法人 3.47% 15,698,800 15,6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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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9,610,000 9,610,000   

陈玉宝 境内自然人 1.98% 8,980,063 8,980,063   

仇菲 境内自然人 1.63% 7,396,047 7,396,047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4,084,140 4,084,140   

任志强 境内自然人 0.58% 2,626,976 2,626,976   

摩根士丹利投

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

国 A 股基金 

境外法人 0.56% 2,537,049 2,537,049   

陈琦 境内自然人 0.46% 2,100,000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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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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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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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冠疫情对公司业务开展带来的不

利影响，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大量涌现竞争环境愈发激烈的外部变化，及时调整公司经营计划及目标。公司持续强化提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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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营业收入质量、继续强化应收账款回款管理、尝试销售网格化营销和供应商管理工作，大力优化产品成本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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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停止签订PPP等建设投资类项目新合同的基础上，根据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差异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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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取得增长，公司整体毛利

率略有回升，由于加大研发、市场销售投入，两项费用率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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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措施，请参见公司《2020年度报告正文》中“重要提示”披露的风险提示、“九、公

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中的“（二）公司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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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一、本期出售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增加净利润

约为36,324.6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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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测算，对北京鑫佰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约4,323.08万元。以上两

项原因合计增加利润总额32,001.59万元。上述原因导致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大幅上升。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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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

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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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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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处置子公司 

1.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1) 明细情况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60,000,000.00 25.18% 股权转让 2020年12月

29日 

董事人数由3

人变成1人 

182,831,029.31 

聚光长源水务（湖北）

有限公司 

22,567,800.00 90% 股权转让 2020年1月17

日 

工商变更 1,480,047.57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的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的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

量剩余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

投资相关的其他

综合收益、其他

所有者权益变动

转入投资损益的

金额 

上海安谱实验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19% 212,416,737.41 431,622,000.00 219,205,262.59 转让价 0.00 

聚光长源水务

（湖北）有限公

司 

0.00 0.00 0.00 0.00 — 0.00 

(2) 其他说明 

1）上海安谱实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本期，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大宗交易方式将所持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谱实验）25.18%股权计1,000万股以每股36元的价格分别转让给广州德福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杭州青丘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项股权转让在2020年12月完成。转让后，公司持有安谱实验的股权由55.36%降至30.19%，

且夏敏勇、广州德福所持股权比例与本公司所持股权比例较为接近，本公司无法主导安谱实验的股东大会表决；本公司所提

名的董事仅1名，公司提名董事会成员人数无法占全体董事半数以上，无法控制董事会表决，本公司已无法决定安谱实验财

务及经营决策，失去对安谱实验的实际控制权，故不再将其及其下属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聚光长源水务（湖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2020年1月，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重庆三峡将持有的长源水务90%出资额转让给罗田县长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价款为22,567,800.00元。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子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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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谱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0/20 500,000.00 — 74.85% 

谱聚医学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2/3 0.00 — 74.85% 

杭州谱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2/28 0.00 — 74.85% 

武汉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6/4 0.00 — 48.65% 

江苏中科爱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2/14 0.00 — 45.00% 

上海安谱凯美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9/8 1,000,000.00 — 55.36% 

上海安谱璀世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9/25 100,000.00 — 55.36% 

上海义准生物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1/24 0.00 — 55.36% 

景宁聚城美境环境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 发起设立 2020/1/15 0.00 — 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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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美境数字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6/5 0.00 — 84.900% 

贵州数美生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9/7 200,000.00 10% 46.70% 

江苏赛伟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2/29 0.00 — 100.00% 

浙江朝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 2020/11/24 0.00 — 100.00%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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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 

净利润 

Synspec Deutschland Groningen 清算注销 20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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