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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382 证券简称：元亨光电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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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482,614,743.66 393,260,535.06 22.72

营业利润 53,374,915.95 33,907,811.01 57.41

利润总额 56,392,146.68 38,855,191.71 45.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84,781.93 34,078,826.99 41.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620,135.81
29,873,553.40 52.71

基本每股收益 0.89 0.66 3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2% 21.82% 17.87

总 资 产 356,386,108.37 322,700,598.87 10.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81,210,289.96 173,246,608.03 4.60

股 本 53,910,000.00 51,300,000.00 5.0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36 3.38 -0.59

注：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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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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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2,614,743.66 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89,354,208.60 元，同比增长 22.72 %；实现营业利润

53,374,915.9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467,104.94 元，同比增长

57.41% ； 利 润 总 额 56,392,146.68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7,536,954.97 元，同比增长 45.1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84,781.9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05,954.94 元，同比增长

41.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5,620,135.8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746,582.41 元，同比增长

52.71 %；基本每股收益 0.8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23 元，同比增

长 34.85% ； 总 资 产 356,386,108.37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3,685,509.50 元，同比增长 10.4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1,210,289.9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63,681.93 元，同

比 增 长 4.60 % ； 股 本 53,910,000.00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610,000.00 元，同比增长 5.09%；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36 元/股，较上年同期下降 0.02 元/股，同比下降 0.59 %。

（二）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项目主要原因

1、2017 年营业利润比 2016 年增加 19,467,104.94 元，同比增

长 57.41%，主要原因如下：

（1）2017 年资产减值损失比 2016 年下降 6,423,339.60 元，同

比下降 55.74%，原因是公司销售方向着力点转向海外市场，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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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销售占营业收入 73.03%，出口销售基本现款现货，应收账款减

少。

（2）2017 年营业收入比 2016 年增加 89,354,208.60 元，同比

增长 22.72%，原因是 2017 年国外订单增加。

（3）2017 年营业成本比 2016 年增加 58,414,582.26 元，同比

增长 21.54%，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相对应成本增长。

（4）2017 年财务费用比 2016 年增加 2,163,855.07 元，同比增

长 2176.15%，原因是本年度出口销售大幅度增加，汇率变动大导致

汇兑损失增加。

2、2017年利润总额比2016年增加17,536,954.97 元，同比增长

45.13%，主要原因如下：

（1）2017 年营业利润比 2016 年增加 19,467,104.94 元，同比

增长 57.41%。

（2） 2017 年营业外收入比 2016 年下降 2,169,740.79 元，主

要原因是 2017 年政府补助项目较上年同期下降 40.40%。

3、2017 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2016 年增加

14,105,954.94 元，同比增长 41.39%，主要原因除上述 1 和 2外，2017

年所得税费用比 2016 年增加 3,431,000.03 元，同比增长 71.83%，

其原因是利润总额增长。

4、2017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

2016年增加 15,746,582.41 元，同比增长52.71%，主要原因是上述

指标相对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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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基本每股收益增加 0.23 元，同比增长 34.85%，主要

原因是净利润增加 14,105,954.94 元。

三、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不确定的重大交易、会计处理存在争

议等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本次业绩快报是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

司将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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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