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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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年度报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均出席会议并表决，没有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4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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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娜琼

电话: 0513-68876666

电子信箱: 724979359@qq.com

办公地址: 海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与和顺路交界处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mailto:7249793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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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财务数据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元

本年(末)比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上年(末)增

减(%)

总资产 58968347.80 47359874.67 24.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300137.35 31791359.28 1.60%

营业收入 28030098.21 30917055.6 -9.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778.07 1795684.89 -71.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1168.88 -83486.47 38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2657.69 -204664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5.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6 -7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6 -71.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08 1.07 0.93%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无限售股份总数 - - 7450000 7450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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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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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限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 - 6705000 6705000 22.50%

董事、监事、高管 - - 745000 745000 2.50%

核心员工 - - - - -

其他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9800000 100.00% -7450000 22350000 75.00%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26820000 90.00% -6705000 20115000 67.50%

董事、监事、高管 2980000 10.00% -745000 2235000 7.50%

核心员工 - - - - -

其他

- - - - -

普通股总股本 29800000 100.00% 29800000 100.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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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东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期内增

减数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

期末持

有无限

售股份

数

1

1 颜志金境内自然人
26820000 - 26820000 90.00% 201150006705000

2

2 高新阳境内自然人
2980000 - 2980000 10.00% 2235000745000

合计 2980000 - 29800000 - 223500007450000

前十名股东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高新阳为颜志金姐夫。

报告期内股份代持行为说明：报告期内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公司的商业模式为：在掌握开关电源、LED 照明灯具、LED 显示屏和成套

设备的制造及相关加工工艺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公司通过研发不同的产品以满

足工业自动化控制、通讯设备、电力设备、监控设备、LED 亮化工程、智能交

通等领域主要客户的需求，并通过销售公司自主生产的各种产品来获取收入及

利润。

1、研发模式

（1）企业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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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3 年开始筹备研发团队，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分

别在 2013 年、2014 公司共成功申报 11 项专利，公司研发团队是具有自主研

发能力的技术创新组织，在公司技术开发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是公司技术开

发体系和自主创新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研发团队不仅是公司技术研究开

发的中心，还是公司的信息咨询中心，为公司经营者及时提供市场、技术、产

品、售后等多方面信息，为公司经营者制定公司技术和产品发展战略提供科学

依据。

（2）合作研发

公司于 2016 年与江苏理工学院签定前景框架合作合同，在以节约交易成

本而组成伙伴关系，双方以优势资源互补为前提以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

础，以合作创新为共同目标，合力让公司在研发项目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2、生产模式

（1）订单生产

订单生产模式是指公司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量和交货期来进行生产安排，

首先由客户提出订单要求，并交付于公司的“跟单员”进行生产计划确立，再

将生产计划中的采购任务分配至公司采购部门，再与生产车间主管确认生产流

程并执行生产。订单生产模式最大程度上节约了库存存放量，即接到客户订单

要求时进行量化生产，无订单则调整生产，亦能应变于实际生产中发生的紧急

订单执行情况。

（2）库存生产库存生产模式是指公司在按计划批量生产的前提下，采购部

门依据每月月底统计出的上个月销售报表分析并制定下个月关于原材料及半成

品供应数量的生产计划单，生产部门依据采购部门制定的生产计划单投入生

产。库存生产是一种辅助生产模式，即无需按照特定客户需求定量生产，在生

产过程中可随时调整库存数量，避免库存过多，既可应对备货需求，亦可弥补

订单生产中产品生产量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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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包括代理销售模式、终端销售模式和网络销售模式。

（1）销售模式

①代理销售

公司初期发展阶段，销售部门根据公司现阶段发展需求设有考察市场的专

业业务团队，业务团队成员针对各个地区及市场分布的代理销售公司进行考察

研究，了解各个代理销售公司所需产品基本信息，根据需求签订合作协议、量

化生产。目前，公司与众多代理销售公司资源共享、利益共担，并保持长期稳

定良好的合作关系。

②终端销售

终端销售是通过公司宣传网站、第三方推广公司运营、各大产品展会等宣

传公司产品工艺及品质，通过将产品直接推广到消费者或使用者手中，利用产

品销售渠道的末端途径使产品与消费者面对面展示、交易，达到消费者完成交

易的最终端口。终端销售方式可节省时间、缩短工作环节，仅需按次数投入费

用及人力资源，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知名度，亦有助于提高公司利润。

③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方式是通过阿里巴巴、淘宝等第三方购销平台销售公司产品。该

方式可让客户直接迅速、快捷地对公司产品下单，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

推销公司产品；以最短的供应链实现对购买体系更全面、更及时、更有效的服

务；以最有效的方式统计出购买客户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完成销售及售后

服务。在累积客户的同时，提高公司品牌名气，达成双赢的目的。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江苏派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9 日正式成为新三板企

业，于同年 10 月 10 日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共完成营业收入

28030098.21 元，同比增长 9.34%；销售毛利 6504173.19 ，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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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年实现净利润 508778.07 元；年末净资产余额 32300137.35 元，同比

增长 1.6%。

1.盈利能力分析：

由上述数据可见，营业收入下降 9.34%是由于公司受大环境影响，销售量

下降。销售毛利下降 2.7%是由工人收入水平提高，导致产品成本略有提高。净

利润减少是由于由于新三本上市各中介费用金额比较大，研发投入增大引起的

研发费用增加。净资产增加 1.6%，是由于本年的未分配利润略多。

2、费用情况分析：

2015 年全年销售费用 691348.17 ，同比增长 12.86%；管理费用

4110015.44，同比增长 23.49%；财务费用 1099378.43，同比增长 48.26%。

2015 年销售费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市场萎靡，投入相应较多，2016 年管

理费用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公司为贯彻研发重点、加大了研发力度，为使

公司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具备持之以恒的经营策略能力，新研发了智能超市项

目项目。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派诺光电于开启了“千城万屏”市场营销战略，以合营城市广告平台为业

务基础主动与各地传媒公司、广告公司等企业建立 LED 显示屏广告位合营机

制；由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大型 LED 显示屏广告平台；目前，已经在安徽桐城，

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成功实施此方案，完成了 300 多项大型 LED 广告平台

的建设与运营工作，未来 5 年还将持续扩大合作范围至 100 多个城市及地

区。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报告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

化。

4.2 公司本年度内存在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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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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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江苏派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