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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星网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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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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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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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陶林  

职务 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电话 010-82521760 

传真 010-82521720 

电子邮箱 999_lianqing@163.com 

公司网址 www.ehangxi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新科祥园 1-1号 10019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秘办公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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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4,064,918.46 80,729,767.05 28.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667,031.18 49,238,425.13 0.87% 

营业收入 34,675,303.76 79,613,198.70 -56.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8,606.05 -710,306.02 -160.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9,708.13 -2,313,058.69 -7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70,953.02 -3,352,714.60 -319.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4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66 1.64 1.22%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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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9,998 38.10%   11,429,998 38.1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82,380 6.61% 2,550,000 4,532,380 15.11% 

      董事、监事、高管 5,189,998 17.30%   7,269,998 24.23%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570,002 61.90%   18,570,002 61.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447,142 24.82%   7,447,142 24.82% 

      董事、监事、高管 18,570,002 61.90%   18,570,002 61.90%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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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股本 30,000,000 - 0 3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9 

 

2.3 前 5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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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林 境内自然人 9,429,522 2,550,000 11,979,522 39.93% 7,447,142 4,532,380 

2 娄锐 境内自然人 9,340,623 - 9,340,623 31.14% 7,380,468 1,960,155 

3 张扬 境内自然人 2,754,055 - 2,754,055 9.18% 2,065,542 688,513 

4 李凤

捷 

境内自然人 1,880,000 - 1,880,000 6.27% 1,410,000 470,000 

5 李勇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810,000 1,810,000 6.03% - 1,810,000 

合计 24,404,200 3,360,000 27,764,200 92.55% 18,303,152 9,461,048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陶林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979,522 股，持股比例为 39.93%。报告期

内，陶林女士增持公司股份数量 2,550,000 股，另外，为公司流动资金的

取得，陶林女士质押股数总计 9,300,000 股。 

陶林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82 年-1987

年任航天工业部第七七一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产品设计工程师，曾参与军工

LS-83，LS-84 微机系统设计，其中 LS-83 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集体二等

奖；1987 年-1994 年任航天工业部第七七一研究所派驻深圳华星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市场部助理；1994年-1996 年任深圳华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经理；1996 年-2001 年任北京华星协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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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董事长；2001 年-2003 年任北京航星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2006 年任北京航星网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2007

年至 2010 年任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2011 年 3月 25 日被公司股东大

会选为公司董事，2011 年 3 月 25 日被公司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7 年度经营成果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675,303.76 元，同比下降 56.45%；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为 468,418.73元和 371,325.43 元，同比增长 152.06%

和 137.18%。截止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04,064,918.46

元，净资产为 49,667,031.18 元。 

报告期内经营计划执行的情况如下： 

1、市场订单，没有完成预定目标，主要原因，在计划执行过程中，

公司因未及时融资，补充流动资金，受银行还贷压力，集中人力、财力、

拓展激光业务，但激光技术属于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市场需要一定的

培育期，导致未到达预定目标。 

北京航星网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9.93% 6.27% 31.13% 9.18% 1.41% 

蔺静 

自然人股

东 

李凤捷 张扬 娄锐 陶林 李勇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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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融资计划，没有完成预定目标，主要原因在计划执行过程中，

近 6 年的创新技术的投入过大，受经营业绩的影响，财务指标不太理想，

未能完成各项融资计划，需要延续到 2018 年度，继续股权融资，并把它

列入日常工作内容之一。 

3、公司标准化、知识产权、标准制定，基本完成预定目标 

4、公司管理层面，2017 年是公司系统集成型向专业技术型公司转型

的一年，为争取市场订单，进行大量的产品标准化、工程标准化、企业标

准化，各项产品认证、产品检测，参与标准制定等前期准备工作，为拓展

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完成了组织结构的调整和政策的出台。 

融资计划事项没有按照既定计划落实，对公司的经营业务的开展，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加工、流动资金等方面。未来融资计划

落实，应侧重于产业基金、战略投资者方面的投资者，2018 年准备采取

产业基金（战略投资）、市场订单双轮驱动的策略，以市场订单、产业化

发展的层面，进一步落实股权融资计划实施。 

（二）2018 年度经营计划和主要目标 

按照 2018 年度公司“产业+市场”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市场订单的

流动资金，采用银行短期贷款支持解决；今年进一步压缩非激光业务，激

光业务的毛利率在 50%左右，计划 2018 年度，实现毛利在 1000万元的左

右的经济效益。 

以上经营计划及主要目标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提示投资者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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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

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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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

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

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名

称 
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时点 

丧失控制

权时点确

认依据 

处置价款

与处置投

资对应的

合并报表

层面享有

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重庆航星

网讯激光 

技术有限

- 26% 股权转让 2017.03. 20 

2017 年 3 

月 20 日

完成股权

183,3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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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转让变更。 

续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 比例

（%）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 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 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 

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

金额 

25% 705,274.32 705,274.32 - - - 

 

4.4 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报告期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如下：  

航星股份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无形

资产期末金额均为 41,720,572.60 元，针对上述无形资产金额，我们在审

计过程中无法获取完整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航星股份 2017

年无形资产期末余额的准确性，我们无法确认航星股份 2017 年无形资产

对损益的影响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

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

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

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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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认为： 

（一）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

见专项说明无异议。 

（二）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

应公司实际情况。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对于董事会关于影响审计意见发

表事项的解决措施，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 

 

北京航星网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