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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05        证券简称：联力股份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无锡联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

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萍华 

电话:13861860038 

电子信箱:zhangph@lldzkj.com  

办公地址:无锡市金山四支路 11-5五楼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25,883,867.42 22,712,351.30 13.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71,865.26 6,650,031.00 84.54% 

营业收入 18,879,279.27 20,227,795.70 -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7,293.75 -188,115.27 -2,492.7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46,075.72 -1,030,543.82 -44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5,912.45 -1,753,285.7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计算） 
-95.89% -3.1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1.01% -17.1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03 -2,14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03      -2,141.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91 1.0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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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1,394,933 10.3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1,315,200 9.74%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500,000 100.00% 12,105,067 89.6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7,000,000 51.85% 

      董事、监事、高管 6,260,800 96.32% 4,945,600 36.63%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6,500,000 - 13,500,000 - 

股东总数 8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除外）。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

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份

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 

1 徐爱龙 境内自然人 - 7,000,000 7,000,000 51.85% 7,000,000 - - 

2 陈忠胜 境内自然人 3,643,000 - 3,643,000 26.99% 2,982,250 660,750 - 

3 郑勇 境内自然人 1,357,000 - 1,357,000 10.05% 1,017,750 339,250 - 

4 盖力进 境内自然人 530,800 - 530,800 3.93% 398,100 132,700 - 

5 顾文彪 境内自然人 300,000 - 300,000 2.22% 225,000 75,000 - 

6 

无锡联力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200 - 239,200 1.77% 159,467 79,733 - 

7 戴阳 境内自然人 230,800 - 230,800 1.71% 173,100 57,700 - 

8 张萍华 境内自然人 199,200 - 199,200 1.48% 149,400 49,800 - 

合计 6,500,000 7,000,000 13,500,000 100.00% 12,105,067 1,394,933 -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人、境外自

然人等。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一）公司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5,883,867.42元，较去年增长 13.96%；总负债为 13,612,002.16

元, 较上年减少15.2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2,271,865.26元，较上年增长84.54%。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52.59%，同比上年末 70.72%有所下降。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的改善主要由于公司本期增资所致，公司通过一次定向增发累计募集资金 10,500,000.00元,

降低了资产负债率。 

（二）公司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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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国际整体经济形势下行影响，公司内、外销销量同比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8,879,279.27元，较去年减少 6.6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77,293.75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689,178.48元。公司综合毛利率 9.21%，比去年同期的 25.45%大幅下降，

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要产品 LED灯条单位售价下降，导致销售收入下降，同时材料及人工成本有

所增加，导致毛利率下降。 

（三）公司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6,955,912.45元，上年同期为-1,753,285.79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共同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5,202,626.66 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3.2竞争优势分析 

1）技术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科技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设有专门的技术研发部门，组建了一支

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全面的科研团队，可以很好的满足公司生产和发展需要。此外，公司也与包

括东南大学和中科院在内的国内多个科研院所进行广泛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形成高效紧密的

产学研一体的研发战略格局。公司现已系统的掌握了电热水控制器、开关磁阻电机等一系列产品

的整套技术及生产工艺，目前已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2个、实用新型专利 9 个，软件著作权 1 个。 

2）品牌优势 

公司在业务发展及客户交流中注重自身品牌资源的打造，及时把握客户个性需求，研发符合

客户期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并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提供优秀的售后服务方案。目前，联力

股份已在国内外细分市场领域占有一定市场比例，树立了较好的声誉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长期

客户包括厦门帅科、美国克瑞、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等国内外优秀企业进行合作。近年来，公司自

主研发产品的销售额逐年增长，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充分体现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可程度。 

3）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严格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在产品质量管理上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制度与生产过程

控制程序。在组织生产中，对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监控、样品检测、成品抽查、生产过程纠错

等环节均制定严格、系统的监控流程。相关产品质量控制程序主要是基于质量管理体系下设立的

管理体系手册、持续改善产品程序、内部审核控制程序、过程控制程序。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

量中心认证，产品质量得到客户的认可。同时，公司配套有独立的测试室，配备有全面检测设备，

可对样品性能、型式进行多方面的检测。 

4）客户优势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公司始终坚持以优质的产品服务客户，并与主要核心客户形成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彼此相互依托、共同成长，客户资源优势明显。目前公司主要核心客户均为行

业内具有优势市场地位的知名企业，并与其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的主要客户

包括：厦门帅科卫浴电器有限公司、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美国克瑞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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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公司在 2016年 3月 14日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无锡联力同安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年 11月 11

日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联力（大连）商贸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内把两家全资子公司财务报表纳入合

并范围内。 

4.4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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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联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