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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16,760,3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朗新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68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慎勇

季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北辰时代大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北辰时代大
厦 1801
厦 1801

传真

010-82430999

010-82430999

电话

010-82430888

010-82430888

电子信箱

ir@longshine.com

ir@longsh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公用事业机构、政府、其它企业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包括信息系统的咨询规划、设计开发、
建设实施和运行维护，也包括软件产品、工具的销售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模式、新技术的运营服务。公司的客户群体
主要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地方电力公司、海外电力公司、华润燃气、其它区域燃气公司和城市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
行业政府单位和地方政府单位、以及其它企业客户。
定制软件开发收入是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构成，占总收入比超过了80%，其它收入构成里运行维护服务收入占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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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0%左右。软件产品、工具的销售收入以及新型业务运营服务收入仍在成长中，目前占总收入比重较小。人力资源相关费
用是公司费用的主要构成，占比60%以上。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行业有了新的变化。
自经济新常态以来，在一系列消费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型，消费结构持续调整。2017
年，在GDP增速7年来首现回升的同时，全社会用电量增幅较2016年扩大1.6个百分点，连续第二年回升，用电增长呈现新亮
点。实体经济运行稳中趋好，电力供需延续总体宽松态势，新能源发展不断超前预期。在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市场竞争格局
亦悄然变化。
2016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
兴技术，能源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将逐渐兴起。《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发布将加快调整优化，转型升级，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
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已走向纵深，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增量配网试点、输配电价核定，售电市场取
得规模化发展。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电力行业也在积极探索转型，普遍从传统的供给侧单一产品提供者向
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电网企业面临市场化竞争的挑战，正不断创新方式开拓新业务、新市场。
以上这些变化将要求公司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力客户一同推动创新、迎接挑战，同时也持续带来了新的业务机会。
其它领域，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深化，也为公司应用“云大物智”新技术、促进社会治理和产业升
级的创新业务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782,935,041.04

749,510,263.97

4.46%

617,717,63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136,836.46

122,086,980.58

13.97%

71,713,68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705,406.18

97,059,479.76

14.06%

48,307,950.82

48,714,313.54

53,658,487.19

-9.21%

25,862,85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4

8.82%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4

8.82%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0%

15.40%

-0.70%

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645,026,121.93

1,112,997,987.03

47.80%

966,431,91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8,277,487.44

809,604,902.09

43.07%

713,974,708.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1,132,719.13

66,198,930.54

84,255,151.91

571,348,23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95.65

869,341.48

-18,754,205.48

156,993,60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91.74

-20,789,761.60

-18,758,744.82

150,262,004.34

-80,345,200.70

-12,227,754.37

656,727.51

140,630,54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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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8,807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9,031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Yue Qi Capital
Limited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外法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24.02%

100,096,560

无锡朴华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0.22%

84,268,440

84,268,440 质押

国开博裕一期 境内非国有
（上海）股权投 法人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94%

53,910,000

53,910,000

上海云鑫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8.64%

36,000,000

36,000,000

无锡群英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8.10%

33,760,080

33,760,080 质押

天津诚柏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4.53%

18,868,680

18,868,680

无锡富赡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26%

9,430,560

9,430,560

无锡羲华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1.95%

8,143,560

8,143,560

海南华兴合创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1.94%

8,086,680

8,086,680

无锡道元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1.78%

7,435,440

7,435,440

数量

100,096,560

55,550,000

17,852,300

无锡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群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羲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道元投资合伙
动的说明
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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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深耕能源互联网、积极拓展云大物智创新行业应用”的T型业务发展战略进行积极的创新和业务发
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82,935,041.04元，同比增长4.46%，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136,836.46元，同比增长13.97%。
报告期内，公司基础业务群继续稳固发展。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开启了新的一轮新技术应用驱动的业务创新，“互联网+”
等业务模式创新逐渐扩大范围。由于公司在前期进行了大量的预研和技术储备，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业务创新活动中，
公司与我们所服务的网省电力公司一同引领着发展的趋势，赢得了客户对公司创新与技术引领的信心。公司承建的华润燃气
集团客户信息系统报告期内成功完成了最后一批的推广工作，这将为公司在燃气行业的进一步市场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报
告期内公司在地方电力公司和海外电力的市场开拓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创新业务群开局良好。公司与蚂蚁金服合营的邦道科技运营的公用事业互联网缴费业务以及子公司新耀
能源运营的新能源业务发展迅速。创新业务群在报告期内还进行了多个领域创新业务探索与孵化，完成了无锡朗新金关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51%股份的收购，新设立朗新云商科技有限公司和朗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外贸、智慧城市等领域积极开
拓。同时报告期内还在智慧社区、新金融领域开始探索。这些孵化中的创新业务围绕社会治理和产业升级主题，以“云大物
智”新技术应用和“互联网+”新模式为主要手段，以图在社会治理和产业升级方面作出公司的贡献，同时保证公司业务的持续
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应收账款的收款工作，年度经营性净现金流继续保持为正，报告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为4,871
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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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定制软件开发

同期增减

期增减

667,988,463.49

354,864,114.65

53.12%

3.79%

12.77%

4.23%

维护服务

71,279,891.17

35,456,101.83

49.74%

-20.88%

-17.78%

1.88%

第三方软硬件

42,452,496.12

4,755,179.08

11.20%

182.05%

2.39%

-19.6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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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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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
知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对本集团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金额
122,086,980.58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 持续经营净利润
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2)本公司将2017年度获得的增值税返 不适用
不适用
还计入其他收益项目。2016年度的比较
财务报表未重列。
(3)本公司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不适用
不适用
助纳入营业利润并计入其他收益项目，
2016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154,518.34
(4)本公司将2017年度处置固定资产和 资产处置收益
-162,972.04
无形资产产生的利得和损失计入资产 营业外收入
8,453.70
处置收益项目。2016年度的比较财务报 营业外支出
表已相应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10家，与上年相比新增合并单位4家，原因为报告期本公司新设子公司朗新云商科技有
限公司、朗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朗新科技投资管理无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1%、60%及100%；收购取得子公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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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朗新金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新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合肥新耀科技有限公司由去年100%股权减少为60%股权，具体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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