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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6� � � �证券简称：理邦仪器 公告编号：2018-006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核，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43,277,974.86 698,007,759.35 20.81%

营业利润

32,414,790.96 15,868,509.00 104.27%

利润总额

37,301,686.95 17,987,722.69 10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78,576.99 26,352,754.00 66.13%

基本每股收益

0.0748 0.0450 6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2.25% 1.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26,952,426.58 1,467,406,627.15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34,178,231.60 1,202,534,115.16 2.63%

股本

585,000,000.00 58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1 2.06 2.43%

注：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及最新修订的财务报表要求，将原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在其他收益项目列示； 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处置非流动

资产损益调整在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列示；上述调整均会影响营业利润，但不影响利润总额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1.�报告期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为84,327.80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0.81%；预计营业利

润为3,241.48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4.27%；预计利润总额为3,730.17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07.37%；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77.86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66.13%；预计基

本每股收益为0.0748元，比去年同期上升66.22%。

2.�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1)�公司紧紧围绕公司“创新性、平台型、国际化” 的发展规划，稳步达成了年初制定的各

项经营计划， 紧紧抓住医疗器械行业快速发展的市场机会， 依托多年来的技术创新与研发积

累，加大国内外客户的进一步开发与业务拓展，加强重点项目的建设，使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

步增长。

(2)�本期汇率变动对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全年产生汇兑损失 2600�万元左右。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预计总资产余额为142,695.24万元， 比期初减少2.76%；预

计报告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3,417.82万元，比期初增长2.63%；预计报告期

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11元，比期初增长2.4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祖幼冬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林静媛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206� � � �证券简称：理邦仪器 公告编号：2018-007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18�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7�年 11�月 6�日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 10�月 19�日、2017�年 11�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

公告（网址：www.cninfo.com.cn）。

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深

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1、2017-048、2018-003）。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0�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8�年 2�月 27日收盘，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累

计购买理邦仪器股票【7,107,579】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57,697,219.46】元，成交均价为人民

币【8.11】元，买入股票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2%】。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60� � � �证券简称：凤形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2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67,581,885.30 306,964,965.62 19.75

营业利润

-35,698,543.99 -25,952,070.26 -37.56

利润总额

-36,813,777.65 12,013,070.60 -40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1,515,197.40 10,229,780.10 -89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3 0.12 -8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4% 1.79% -17.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16,557,980.92 1,069,744,434.14 -1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85,958,078.28 570,993,275.68 -14.89

股 本

88,000,000.00 88,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52 6.49 -14.95

注：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758.19万元，同比增长19.75%，主要原因系2017年下游市

场需求有所回暖，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及优化产品结构，并增加了部分新产品销售所致。

实现利润总额-3,681.38万元，同比下降406.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51.52万

元，同比下降896.84%，基本每股收益-0.93，同比下降875.00%，主要原因有：（1）公司2017年

度亏损较大且未来盈利程度不确定，能否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存在不确定性，故冲回账

面确认的4,845.86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增加所得税费用4,845.86万元；（2）公司本年收

到的政府补助金额较上年减少；（3）联营企业通化凤形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亏损扩大，公司确

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大幅下降；（4）2017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能源与环境约束力强化等客

观问题日益加剧，下游行业回暖并未导致有效的价格机制传导，加之市场的无序竞争，导致公

司产品的销售单价并未及时的随着成本的上升而提高，单位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1,655.80万元，较期初下降14.32%，主要原因系货币资

金较期初有所下降，应收款项及存货较年初有所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8,

595.81万元，较期初下降14.8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

告编号：2017-065）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300万元至-1,500万元。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对2017年度业绩预计进行了修正，预计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15.25万元至-2803.76万元。

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修正后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 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51.52万元， 与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业绩预

告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度亏损较大且未来盈利程度不确定，能否产生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存在不确定性， 基于谨慎性原则， 故冲回账面确认的4,845.86万元递延所得税资

产，相应增加所得税费用4,845.86万元。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快报与业绩预告的差异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歉意。今后公司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8-023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1,528.06 177,659.43 24.69%

营业利润

9,046.05 7,828.51 15.55%

利润总额

9,405.55 9,876.43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3.63 7,646.22 -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90 0.2061 -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97% 6.81%

下降

0.8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1,822.66 234,752.73 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21,517.34 115,604.37 5.11%

股本（万股）

38,700.50 21,828.00 7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1399 5.2962 -40.7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3、 公司2016年年末总股本为218,280,000股，2017年1月13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937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总股本由218,280,000股变更为227,650,000股；2017

年6月9日公司实施完成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227,650,000股变更为387,005,

000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公司2017年营业总收入为221,528.06万元， 比2016年增长24.69%；2017年营业利润9,

046.05万元， 比2016年增长15.55%；2017年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

405.55万元和7,013.63万元， 分别比2016年下降4.77%和8.27%。 上述数据变化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合同获取超预期，全年收入保持较好增长；（2）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导致全年管

理费用新增较大，从而对全年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2、 公司2017年基本每股收益0.1890元较上年下降8.30%，2017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较上年下降0.84个百分点， 主要系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年下降

8.27%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1月25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中

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8-007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28,285,775.30 270,047,932.74 58.60

营业利润

65,438,329.99 7,259,710.01 801.39

利润总额

64,504,310.45 24,284,878.07 16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48,654.79 21,091,523.61 15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0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2.43% 3.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205,082,963.04 1,156,875,630.65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76,621,124.10 879,602,119.95 -0.34

股 本

623,700,000.00 567,000,000.00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41 1.55 -9.03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8,285,775.30元， 同比增长58.60%， 实现利润总额64,504,

310.45元 , 同比增长16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148,654.79元 , 同比增长

151.99%，主要因为：1、氩气、氧气、氮气市场回暖，价格回升，致使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特气分公司产品销售收入明显增多；2、 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2017年4月27

日试车成功，正式投入生产，实现销售氢气、二氧化碳等产品销售收入3,834.96万元，较上年增

长100%；2016年三季度投入运行的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2017年全年运

行正常；3、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产品液化气、戊烷随着市场好转，产品平

均售价上升，销售收入增加；4、全资子公司惠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因市场进一步好转，产、

销量均创历史新高，产品售价保持高位运行。综上，受宏观经济回暖及供给侧改革成效的影

响，公司各母、子公司2017年度产品销售均较上年度有明显好转，致使整个集团公司2017年经

营业绩指标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09元,同比增长200.0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09%,同比增加

3.66%，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205,082,963.04元,同比增长4.17%。主要原因为

2017年度经营收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

正文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17� � �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244,834,457.48 1,395,773,008.67 132.48

营业利润

413,795,812.04 66,139,161.93 525.64

利润总额

415,964,081.75 72,201,120.46 47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2,626,416.74 64,763,511.24 38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09 3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7%

3.37% 9.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305,250,279.16 3,300,418,885.38 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566,462,469.41

2,270,248,343.59 13.05

股本

734,824,767.00

734,824,767.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49 3.09 12.9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4,483.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2.48%；营业利润41,379.58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5.64%；利润总额41,596.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6.1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1,262.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2.72%；基本每股收益0.43元；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12.97%，比上年同期上升了9.6个百分点。

2017年度，公司传统行业稳步增长，新增新能源汽车产业及新能源光伏产业得到突破性发

展，2017年对外收购二家企业完成并表，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每股收益等经济指

标大幅度增长优化，总资产增加9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披露的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

经营业绩预计的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7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

2、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720� � �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18-007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年12月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

年11月18日及2017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4号）、《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号）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号）。

截至本公告日，在以上决议授权范围内，公司已根据经营情况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2017年12月23日及2017年12月28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7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9号） 及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号），其中部分现金管理已经到期赎回，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是否到

期赎回

投资收益

（万元）

农行顺德

新民支行

“汇利丰”

2017

年第

4889

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5,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7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18

年

02

月

26

日

4.00%

年或

1.50%

年

是

36.82

备注：“农行顺德新民支行”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新民支行”的简称。

截至2018年2月26日，该现金管理已到期，公司已将该现金管理的本金及投资收益共计5,

636.82万元全部收回。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是否到期赎

回

顺德农

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情

回报

2

号

17431

期机构

版

2,700

保本

理财

2017

年

12

月

21

日

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

4.50%

否

中行湖南

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

T+0 1,700

保本

理财

2017

年

12

月

22

日

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

3.70%

否

农行顺德

新民支行

“汇利丰”

2017

年第

4889

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02

月

26

日

4.00%

年或

1.50%

年

是

备注：“顺德农商行”即“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中行湖南省分行”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的简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10,000

万元，其中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为4,4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0620� � � �证券简称：光库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2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0,314,837.21 176,354,363.66 30.60%

营业利润

68,977,151.46 50,080,189.34 37.73%

利润总额

69,155,801.07 57,629,976.23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9,986,570.12 49,563,947.71 2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71 0.7510 -3.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0% 28.79% -13.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65,111,600.44 243,168,404.07 1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76,483,311.72 197,153,210.45 141.68%

股 本

88,000,000.00 66,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41 2.99 80.9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0.60%，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7.73%，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21.03%。

营业总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行业景气度高，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产品有较强竞争

力，销售订单持续增长所致，其中光纤激光器件销售收入增长迅速。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营业收入增长以及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列入其他收益导致。

（二）财务状况

1、期末总资产较期初增长132.40%，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上市收到首发募集资金所致 。

2、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141.68%，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收

到首发募集资金及本报告期利润滚存导致。

3、期末公司股本较期初增长33.33%，为公司报告期内发行新股上市，总股本增加所致。

4、期末每股净资产5.41元，较期初增加80.94%，详见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股本变动原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8-002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356,396,178.88 2,039,365,548.53 15.55%

营业利润

499,943,555.23 243,622,219.85 105.21%

利润总额

527,966,124.05 479,814,871.17 1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428,983.24 423,095,991.87 1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2 0.377 1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8% 14.85% 0.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87,266,966.37 4,491,093,526.56 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83,888,228.88 2,960,009,656.16 4.19%

股本

1,119,361,939.00 1,119,361,9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6 2.64 4.55%

注：根据2017年5月26日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本

报告期按修订后的准则，将原在“营业外收入” 中列报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调整到“其他

收益” ，列入营业利润。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56,396,178.88元，同比增长15.55%；实现营业利润

499,943,555.23元，同比增长105.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2,428,983.24元，同

比增长11.66%。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收入结构。工程造价类业务稳步发展，收入同比增长约6%；施

工阶段业务拓展迅速，相关新产品价值持续提升并快速规模化，收入同比增长约50%。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转型试点，用户转换率持续提升。试点地区商业模式逐步由产

品销售转向提供服务，相关收入由一次性确认转变为按服务期间分期确认，因该事项影响，报

告期末预收款项余额达1.78亿元，同比增加572.88%，对当期收入和利润产生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告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