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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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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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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公司股本总数 383,524,7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0元（税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1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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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 600552 方兴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晓婷 林珊 

办公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电话 0552-4968015 0552-4968015 

电子信箱 chch0254@sina.com 4082660@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有两大业务版块，即电子信息显示和新材料业务。 

电子信息显示业务主要包含本部的电容式触摸屏、TFT－LCD 玻璃减薄，以及控股子公司国显

科技的 TFT 液晶显示模组和触摸屏模组，控股子公司华益公司的 ITO 导电膜玻璃及手机盖板玻璃，



控股子公司方兴光电的柔性镀膜。上述产品均属于电子信息显示产业链，应用于电子信息显示终

端产品。 

新材料业务主要包含中恒公司的氧化锆、硅微粉；华洋公司的超细硅酸锆；硅基院的球形石

英粉及球形氧化铝等产品。此外还包括控股子公司中创电子的纳米钛酸钡，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

内投产。电熔氧化锆主要用于陶瓷和耐火材料、耐磨材料领域，在陶瓷生产领域常作为釉用和坯

用色料添加剂，此外还广泛应用于军工、电子、光学、航空航天、生物、化学等领域。超细硅酸

锆作为乳浊剂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日用陶瓷等，在釉料中或坯体中起增白作用，另

外在精密铸造、彩色显像管、浮法玻璃、搪瓷釉料等行业中也有广泛的用途。球形石英粉主要用

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封装，航空、航天和特种陶瓷等领域。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电子信息显示版块的 ITO 导电膜、柔性镀膜、触摸

屏、显示模组等产品由于客户的不同需求，规格、尺寸、品种极多，基本没有标准化的规格，因

此采用按订单生产的模式。新材料业务版块的产品也基本上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

产品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出口市场，均采用直销模式，直接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3、公司的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的电子信息显示版块属于制造业下的“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C39），公司的新材料业务版块属于制造业下的“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代码：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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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873,144,925.47 4,601,267,701.81 5.91 2,431,493,733.89 

营业收入 3,106,645,158.96 1,129,652,717.24 175.01 942,198,41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557,171.04 111,233,953.34 -32.07 109,616,2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899,932.23 58,865,671.77 -66.19 104,258,02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37,455,140.76 2,261,897,969.72 3.34 1,709,856,46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348,330.28 50,967,511.95 30.18 22,425,16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70 0.2900 -32.07 0.3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70 0.2900 -32.07 0.3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9 6.17 减少2.88个

百分点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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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73,861.05 550,309,555.33 949,955,071.83 1,118,306,67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348,357.90 17,458,469.54 35,351,658.19 12,398,68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6,297,959.53 10,093,621.78 31,491,724.41 -27,983,37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7,530,751.96 -62,973,277.90 4,057,390.51 57,733,4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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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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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83,377,966 21.74   无   国有法人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0 16,755,323 4.37   无   国有法人 

欧木兰 0 11,333,583 2.96 11,333,583 质押 11,333,583 境内自然人 

要彦彬 -500 9,545,977 2.49   质押 2,546,477 境内自然人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0 8,941,219 2.33   无   国有法人 

深圳市金格立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格立方 1 号基金 

6,556,145 6,556,145 1.7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金格立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格立方 2 号 

195,162 4,403,562 1.1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UBSAG 3,358,885 3,358,885 0.88   无   境外法人 

王晓晖 3,001,000 3,001,000 0.78   无   境内自然人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80,631 2,980,631 0.7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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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年，国际形势不容乐观，经济上处于缓慢复苏，政治上不确定因素较多，汇率和大宗物

资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较大。国内形势处在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

有改变；不过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处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产能过剩并没有得到实质

性的解决，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聚焦主业发展，全

面按照“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早、细、精、实”、“四抓四控、四增四减”的经营管理原则，

坚持成本效益原则，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降低成本；加强清收，严控风险，统筹管理，



合理库存；大力推进新建项目的建设，夯实企业发展后劲，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主要经营业务情况： 

电子信息显示方面： 

国显科技在原有联想、华硕、宏基、美国跳蛙等国内外品牌客户的基础上，2016年进一步实

施大客户战略，成功开发了亚马逊、三星等大客户，报告期成功囊括了沃尔玛市场及众多标案。

报告期在中大尺寸产品市场开拓进展良好，在平板市场总体需求萎缩、原料资源紧张的大形势下，

国显科技依靠中大尺寸产品的优势，销售业绩跑赢大市，全年销售业绩比去年增长 50%以上，2016

年顺利完成了盈利预测指标。 

华益公司本年度顺利实施战略转型，5月份新投产的 2.5D手机盖板已成为华为、小米等国内

主流品牌手机供应商，并通过韩国三星产品认证。 

方兴光电柔性镀膜生产线于 5月正式投产，月产能已经达到 9 万平米，远超设计产能，良品

率 95%以上，逐步取代了进口材料，目前终端使用客户包括联想、华勤、TCL等知名品牌。 

公司本部减薄事业部通过管理提升，主要设备已达到设计产能；通过改变营销策略，紧盯高

端客户，下半年产销两旺，成功实现扭亏为盈。TP业务由于产品成本较高，售价降低，本年度仍

然亏损。 

新材料业务方面： 

2016 年，在中央”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工业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但

在去产能和环保政策制约下，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产业增速减缓，导致氧化锆等原材料需

求有所降低。  

中恒公司电熔锆业务，面对市场的不景气状况，营销部门制订了“提升国外市场占有率、稳

定国内市场，积极探索新产品销售路径”的销售策略，紧跟市场，精心布局，释放产能，在市场

萎缩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全球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在 50%以上，市场占有率始终

保持全球第一。 

由于下游陶瓷行业持续下滑，导致硅酸锆市场十分冷清，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的市场环境下，

华洋公司依然满负荷运转。公司扎实开展各项生产及管理工作，加强各项环节的成本费用管理与

控制，全年单位产品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比下降。但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销售价格基本不变因素影

响，销售收入和利润较去年有所降低。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1、中创电子的纳米钛酸钡项目，截止目前已完成设备安装，进入调试阶

段。2、洛阳凯盛公司已完成搬迁改造，截止目前已顺利投产，设备已全部开满运行。3、黄山凯



盛目前仍在实施搬迁改造中。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0，664.52 万元，同比增长 175.01％；营业利润 6，724.39

万元，同比下降 14.73％；实现利润总额 13,321.54 万元,净利润 10,032.43 万元，同比分别下

降 12.09％、 18.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5.7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2.07％。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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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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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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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75.58％的股份，

2015年末并表时，资产负债表包含了国显科技全部资产负债，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仅包含国显科

技 12月份一个月的数据。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1、安徽省蚌埠华益导电膜玻璃有限公司 

2、上海淮景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3、蚌埠中恒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蚌埠华洋粉体技术有限公司 

5、蚌埠硅基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安徽中创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8、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