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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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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

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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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沈榕育  

电话：0591-83375855  

电子邮箱：shenrongyu@goldenchip.com.cn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软件园 E 区 13 栋 3 层 

二、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1.1 盈利能力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7,681,690.00 33,998,734.43 10.83% 

毛利率% 20.36 18.32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7,040.87 -1,497,679.62 27.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62,170.78 -1,518,539.49 -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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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5.2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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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5.34 - 

基本每股收益 -0.0594 -0.0818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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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偿债能力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0,043,153.32 39,418,093.19 1.59% 

负债总计 13,445,103.60 11,733,002.60 14.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98,049.72 27,685,090.59 -3.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1.45 1.51 -3.9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3.58 29.7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3.58 29.77 - 

流动比率 2 2.51 - 

利息保障倍数 -0.90 -2.34 - 

1.3 营运情况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6,767.93 428,329.92 -580.18%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78 7.73 - 

存货周转率 2.44 2.53 - 

1.4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1.59 -13.68 -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83 9.81 - 

净利润增长率% 27.42 -99.98 - 

1.5 股本情况                                                        单位：股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普通股总股本 18,300,000 18,300,000 0% 

计入权益的优先股数量 0 0 - 

计入负债的优先股数量 0 0 - 

1.6 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0,764.1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46,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58.1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46,905.99 

所得税影响数 -22,035.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24,870.09 

三、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2.1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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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431,500 35.14% -402,500 6,029,000 32.9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773,750 4.23% -773,750   

     董事、监事、高管 830,750 4.51% -243,750 587,000 3.21%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868,500 64.86% 402,500 12,271,000 67.0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321,250 12.68% -2,321,250   

     董事、监事、高管 2,687,250 14.68% 3,048,750 5,736,000 31.34%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8,300,000 - 0 18,3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2 

2.2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陈岩 2,775,000 0 2,775,000 15.16% 2,775,000 0 

2 李东星 3,095,000 -400,000 2,695,000 14.73% 2,321,250 373,750 

3 江健源 2,040,000 0 2,040,000 11.15% 2,040,000 0 

4 福建康福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1,993,000 31,000 2,024,000 11.06% 0 2,024,000 

5 郑薇 1,500,000 0 1,500,000 8.20% 1,500,000 0 

合计 11,403,000 -369,000 11,034,000 60.30% 8,636,250 2,397,75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陈岩、郑薇同为深圳前海包师傅投资有限公司股东；陈岩、李东星、福建康福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同为福州杰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江健源、郑薇同为深圳晏海嘉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股东；江健源、郑薇同为上海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 

2.3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及管理团队紧紧围绕既定的经营目标，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与制

度建设，通过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合理资源配置，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逐步成为具有较强产品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公司日后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资源来推动

公司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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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 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取得《一种利用 NFC 通讯优化的微波炉及其烹饪

套餐的方法》发明专利。公司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方面，现拥有 21 项专利，

其中：14 项实用新型和 7 项发明专利。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4,004.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负债

总额为 1,344.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68.17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3%，完成年计划 3,655 万元的 103.10%。营业成本 3,000.77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06%，完成年计划 2,950 万元的 101.72%。报告期内，毛利总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 144.31 万元，增长 23.16%。公司整体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 18.32%提升至 20.36%，

较年计划毛利率 19.29%提升 1.07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108.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41.07 万元，较年计划

亏损 60 万元增加亏损 48.7 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62 万元，处置

资产损失 20 万元。 

3.2 持续经营评价 

2014 年至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355.77 万元、3,096.51 万元、3,399.87 万元、

3768.17 万元，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21.26 万元、-74.89 万元、-149.77 万元、-108.70 万元。

公司的营业收入相对稳定并保持增长，近两年增长率分别为 9.80%、10.83%，公司虽仍处于

亏损状态，但近两年在净利润上有所增长。公司在智能电器系统的研发、销售及配套技术服

务上长期的投入和不断创新，目前已具备智能厨房电器包括主要部件、整机、技术服务的整

体系统集成能力。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公司研发项目：美的

台式微波炉变频电源板、美的台式微波炉 II 型变频电源板、文字型数字菜单模块、微波炉

图形式TFT 屏电脑板、微波炉大尺寸 LCD 显示电脑板、数字对讲机二代通用电源管理 MCU、

工业微波炉变频电源、变频电源+传感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在工业微波炉应用等产品资本

化形成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按 5 年摊销，每年摊销费用在 180 万元左右。2017 年亏损的主

要原因是因产品更新，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62.07 万元，处置闲置生产设备 24.57 万元。 

为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公司重视产品研发，持续技术开发的投入，报告期内，公司对

2015 年度研发项目：云厨电应用管理系统(手机云菜谱 APP 应用程序)、云厨电应用管理系

统(APP 家用微波炉)、云厨电应用管理系统（基于云厨电管理系统的家用智能烤箱）、云厨

电应用管理系统(商用云微波炉、烤箱及其云数据管理等传输系统)等四项研发项目在实际运

用中继续完善。对家用电器系列智能控制板、柜式商业餐饮变频微波炉进入测试及小批量试

产。报告期新增“基于物联网的自助烹饪中心”及“APP 微波炉烹饪云配管理软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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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大市场占有率。 

公司自主研发智能微波炉系列产品经过近三年的市场测试，已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 

上海雅各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中餐工业化生产的行业领先公司，公司持有

其 10%股份。通过对上海雅各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方案，进行整体业务整合，双方

资源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中餐行业新型企业。 

公司继续保持与国内知名厂家美的、东威在提供技术和产品设计服务的良好合作关系，

同时，公司加大拓展新业务市场力度，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中餐工业化产业，发挥公司在商

用智能烹饪设备领域的技术优势，加大研发项目投入为进入该产业链积累和奠定基础。 

综上，公司依托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服务经验，尤其是智能烹饪电器专利数量和质

量方面的极大优势，具备良好的独立性、自主经营能力；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

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良好；经营管理层、核心业务人员队伍稳定；公司和全体员工没

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公司拥有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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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福建高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