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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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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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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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273,493,7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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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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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汉武

吕树栋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18 号

江苏省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18 号

传真

0511-88988060

0511-8898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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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11-88988598

0511-88988598

电子信箱

sunhw@dongfang-heater.com;
dfzqb@dongfang-heater.com

dfzqb@dongfang-heat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1、公司主营业务分为民用电加热器、工业电加热器、油气处理装备制造，通信光缆专用高性能钢（铝）
塑复合材料及动力锂电池精密钢壳材料研发与制造。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2、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1）空调用电加热器，销售收入占民用电加热热器销售收入的70%以上，主要品种包括PTC电加热器、
电加热管及组件，除霜电加热器、电加热带（线）、风道式中央空调用辅助电加热器、电热丝加热器等，
主要用于空调的辅助加热；
（2）轨道列车用电加热器，主要用于动车组、地铁及轻轨列车的中央空调加热、列车司机足部加热；
（3）新能源汽车用电加热器，主用产品包括电动汽车用PTC电加热器、电动大巴用暖风机、集成控制
水暖PTC电加热器等，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车厢加热、电池组加热、除霜除雾加热、座椅加热等；
（4）厨卫用加热器，主要产品包括咖啡机（壶）用电加热器、洗衣机用电加热器、电烤箱用电加热器、
蒸汽熨斗用电加热器、洗碗机用电加热器、热水器用电加热器等，主要用于厨卫小家电的加热；
（5）多晶硅冷氢化用电加热器，主要用于多晶硅冷氢化生产过程中的加热；
（6）油气处理系统装备：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开采后的气固、气液分离、提纯
精炼以及污水处理等；
（7）光缆专用钢（铝）塑复合材料：主要用于电缆、光缆的复合钢（铝）塑带；
（8）电池精密钢壳材料：主要用于动力锂电池等各类电池的钢壳制造；
（9）多晶硅还原炉，是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设备之一，该产品于2017年正式投放市场，成功应用
于国内多家主流多晶硅生产企业，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所有产品均采用直销方式进行销售，其中：民用电加热器公司与主要客户格力、美的、海尔、奥
克斯等均签订有年度供货框架协议，各大客户定期举行订单招投标，公司中标后按客户的订单组织生产和
供货，一般情况下客户会提前10天左右下订单；光缆专用钢（铝）塑复合材料及电池精密钢壳材料一般按
季度招投标，然后按中标数量供货；其他产品基本上都是参与用户组织的招投标方式获得合同，按合同组
织生产、销售。
2、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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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供应商目录，对主要原、辅材料的供应商采用目录管理。要成为公司的供应商，必须按照公
司现行的质量体系要求进行严格的供应商资质评审，通过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合格供应商。公司的主要原材
料至少有两家以上的供应商。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
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严格按照现行的质量体系要求制定了严格的采购流程。
3、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采用以销定产，同时对需求量大的品种会保持合理的安全库存。
（三）报告期内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受国内大范围持续高温及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影
响，空调销售同比大涨。根据《2017中国空调产业报告》的调查，2017年，中国空调销售5787万台，同比
增长27.4%。受此影响，母公司空调用电加热器销售快速增长。由于空调用电加热器是公司的主导产品，
占公司的业绩比重较大，空调用电加热器的销售增长带动了公司业绩增长。
2、控股子公司江苏九天销售稳定增长。2016年11月，公司收购了江苏九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2016年12月，九天光电并入公司合并报表。2017年度，江苏九天受益于光纤网络建设投资持续大幅增长及
锂电池行业销售持续增长的影响，销售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3、全资子公司瑞吉格泰扭亏为盈。2017年，瑞吉格泰受益于产品转型升级及海洋油气开采行业投资增
加的影响，全年订单（含联合体订单）达到2.88亿元；全年完成营业总收入6,470.11万元，同比增长120.70%，
实现净利润249.03万元，扭亏为盈，同比减亏1,573.52万元。
（四）公司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
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专业从事高性能电加热器及其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发、生产与销售，已发展成为电
加热行业技术先进、规模领先、品种齐全的龙头企业。公司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通过国家防爆认证
并取得相应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之一，是国内最大的空调辅助电加热器制造商、最大的冷藏陈列柜电加热器
制造商；公司是国内最早研发及批量生产纯电动汽车PTC的企业之一；是目前国内极少数批量化生产多晶
硅冷氢化用电加热器的企业；是国内目前唯一集压力容器设计、制造与工业电加热器设计、制造为一体的
工业电加热器生产企业；是国内第一家具有海洋油气处理系统橇装化海外项目成功应用经验的企业；是国
内唯一具有从钢带压延到复膜分切的宽幅材料（宽度在600mm以上）全工艺流程的企业，产、销、出口量
目前均居国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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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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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730,197,836.81

929,682,027.09

86.11%

942,167,6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57,516.03

45,860,878.40

81.76%

75,308,39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619,986.88

32,604,666.35

92.06%

66,403,896.06

-63,161,430.51

78,680,708.62

-180.28%

129,069,706.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5

0.036

81.94%

0.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5

0.036

81.94%

0.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2.51%

2.00%

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972,368,950.65

2,737,150,882.53

8.59%

2,316,739,74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7,557,974.13

1,807,028,313.61

3.90%

1,801,893,373.0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56,440,593.62

442,388,542.93

406,607,892.16

524,760,808.10

11,454,306.01

26,300,326.51

25,208,768.25

20,394,115.30

7,316,984.16

18,237,487.84

22,270,391.59

14,795,123.30

-175,332,248.98

29,458,971.07

45,270,384.78

37,441,4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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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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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9,651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3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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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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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荣生

境内自然人

14.68%

186,895,486

143,200,000 质押

谭伟

境内自然人

12.16%

154,836,640

116,127,480

谭克

境内自然人

12.16%

154,836,640

116,127,480

张青

境内自然人

1.75%

22,340,085

0

数量
12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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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
托·泰山 1 号证 其他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1.16%

14,831,14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其他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10%

14,012,500

0

崔鸿钧

境内自然人

1.06%

13,467,200

0

席雅芳

境内自然人

0.62%

7,953,500

0

邹坚敏

境内自然人

0.57%

7,303,984

0

0.36%

4,562,32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上述股东中，谭荣生与谭伟、谭克为父子关系，谭伟、谭克为兄弟关系，三人属于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动的说明
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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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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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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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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形势较好，公司管理层紧抓机遇，紧紧
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以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内部管理为手段，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坚持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大力推行精细化管理，努力降低各项成本，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经过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克服了原材料价格明显上升但销售价格却没有同比例上升的困难，最终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顺利完成了各项主要经营目标。2017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173,019.78万元，同比增长86.11%；营业
利润12,228.34万元，同比增长119.19%；利润总额12,359.31万元，同比增长105.1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8,335.75万元，同比增长81.76%。
（一）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公司的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益于空调行业增长超预期，公司空调用电加热器销售大幅增长。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捷报频
传，民用电加热器圆满完成全年的既定目标，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全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108,159.72万
元，同比增长32.51%。
二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两旺，公司新能源汽车用电加热器及动力锂电池钢壳材料销售也继续大幅增
长。
三是小家电行业市场需求继续稳中有增，公司厨卫用电加热器销售也保持稳定增长。
四是原油价格持续回升，石油开采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增加，部分基建项目开始实施，公司油气处理装
备业务开始好转，订单量稳步增加；报告期内，瑞吉格泰共实现营业总收入6,470.11万元，同比增长
120.70%。
五是多晶硅行业技术改造和扩产项目投资提速，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公司多晶硅生产用关键设备多晶
硅还原炉和重要设备电加热器屡获大额订单，相关产品（含还原炉配套产品及电加热系统）的订单已达3.4
亿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报告期内，镇江东方实现营业总收入4,873.5万元，同比增长7.41%。
六是光通信行业继续快速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光缆专用钢（铝）塑复合材料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全
年销售量保持快速增长。报告期内，江苏九天共实现营业总收入55,629.62万元，同比增长19.09%。
（二）重点开展的几项工作
1、积极开拓市场，销售再创佳绩
（1）抢抓市场机遇，扩大客户份额。2017年，公司紧紧抓住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及夏天持续高
温的机会，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扩大生产，满足空调市场的客户需求，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最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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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用电加热器销量的大幅增长，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
（2）调整目标市场，优化客户资源。2017年下半年，电动汽车PTC电加热器市场需求大幅增长。面对
客户数量多但资质良莠不齐的情况，公司主动调整销售策略，对客户进行筛选，虽然数量下降了，但客户
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也带动了电动汽车PTC电加热器销售实现同比增长超20%。
（3）加大客户开发，促进销量提升。2016年下半年，公司取得石家庄国祥的关键供应商资格后，2017
年的供货量有了一定提升；同时公司积极开发新客户，一些客户已送样，一些客户已小批量供货。此外，
公司还开发了用于轨道列车司机室足部加热器，已获得部分客户的订单。
（4）紧跟市场节奏，加速新品推广。2017年，光伏市场新装机容量达到53GW，远超预期，一些多晶硅
企业也开始进行扩产或进行技术改造。公司紧跟客户需求，积极推广新开发的产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17年，公司新产品多晶硅还原炉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获得了多家国内多晶硅行业龙头企业的高度
认可，还获得了海外市场的订单。
2、持续技术创新，加速新品开发
公司深知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2017年，公司坚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不动摇，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
（1）新品开发成绩显著。空调电加热器的新品研发多达上百个；烤箱加热管继续保持高开发率及高转
产率，2017年共有数十款产品成功量产；开发成功干烧型大管径梯形加热管、钛瓷涂层锅炉加热管；成功
完成了新标动QBTJ044H01和QBTJ043H01的开发，这两款产品将逐步替代原有的电动车电加热器；成功开发
地铁车辆的司机足部加热器；开发的电动大巴用电暖风深受市场欢迎；正在完善的电动汽车用PTC水加热
系统受到各大客户的关注。
（2）工艺改进成果明显。2017年，公司工艺技术改进项目多达几十项，重点项目有：对铆接弹簧挂钩
工序及底盘加热线去皮工序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一些手工焊接的工序，进行了技术改进，采
用了机器自动化焊接，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对电热管的洗、烘丝工序及隧道炉工序进行了改进，
提高了产品品质；通过增加某项工艺及管控，显著降低了烤箱加热管发热不均导致的不良率；采用新的模
架方式显著减少装模、调模时间。
（3）技术研发成果喜人。2017年公司取得了15项专利授权证书，其中：镇江东方实用新型专利1项；
瑞吉格泰发明专利1项；江苏九天实用新型专利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项，发明专利1项；东方电热母公
司实用新型专利6项。截止到2017年底，公司共计持有授权专利110项，其中瑞吉格泰15项，镇江东方21项，
东方电热母公司60项（2017年有2项专利到期），江苏九天14项；已受理未授权的专利申请27项，其中发
明专利20项（江苏九天18项）。2017年，公司共投入研发费用 6,481.51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75%。
（4）转型升级大获成功。公司研发的多晶硅生产核心设备多晶硅还原炉成功投放市场，大受客户欢迎，
2017年获得了1.4亿元的订单；研发的飞机发动机试验用电加热器获得了首个订单；研发的石英玻璃内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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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电加热器获得安吉尔的认可；研发的钛瓷涂层加热管获得了多个订单。
3、完善体系建设，强化质量控制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2017年，为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公司以体系建设为基础，持续加强现场
管理，确保质检工作落实到位。
（1）推动体系整合。公司目前通过认证的体系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有害物质过程管理、ITAF16949
和焊接质量体系等七大体系，体系工作复杂、繁重。为了保证公司体系能够更好的运行，公司经过大半年
的努力，几易其稿，最终在8月份整合成一套完成的体系资料，体系运行效率明显提高。
（2）加强内部审核。2017年，公司对质量、环境、HSPM等三个体系进行两次内审；对OHSAS、TS16949
这两个体系进了一次内审；组织实施了过程内审和产品内审各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有力的促进了体
系良好的运行。
（3）强化原料检验。原材料检测是把好质量关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原材料质量的好坏直接
关系到产品的批次质量，至关重要。公司对原材料检测要求100%检测，绝不允许出现漏检。对每批次的原
材料继续提高检验数量，保证全部覆盖。对不合格产品不仅要求供方及时分析原因、及时整改，并要求书
面提交整改措施，对整改后的产品要重新确认。同时对一周当中发生问题较多的供应商，要求其到公司现
场汇报，同时公司去其生产现场进行跟踪评审。
（4）抓好过程检验监督及出厂检验。过程检验及出厂检验是质量检验的日常工作，容易疏忽造成漏检
从而形成产品质量事故。2017年，公司一方面除了做好车间的首检、巡检及记录以及对重点工序的管控外，
还对车间电性能检测工序扩散至每台有参数设定设备的监督；对巡检过程中出现的常发问题、突出问题重
点跟进，直至问题解决；对每日生产过程中工序不良数量和不良率进行统计汇总，每周汇报；强化出厂检
验工作力度，坚持每天对大批量产品进行热态试验抽查，每月对出厂检验率进行考评。另一方面，安排专
人负责登陆客户平台，及时发现客户反映的质量问题并将质量问题发到公司微信群。将质量问题在第一时
间在公司内部曝光，既能够及时分清责任，做出惩处，改变了过去质量问题吃大锅饭的状况；又提高了责
任单位及个人的重视程度与整改力度，一举多得，将漏检现象降到最低。
（5）完善工艺管理制度。20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吉格泰和镇江东方完善了工艺管理制度，包括工
艺文件的完整性、编审、验证及评定流程等程序文件的实施，明确了部门内部员工的职责，使公司的管理
制度得到了完善，保证了公司顺利取得了GC2压力管道安装资质。顺利进行了ASME U & U2 证书换证工作。
（6）继续完善品质检验机制。20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吉格泰和镇江东方对现场管理情况、日清月
结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指出管理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预防措施和纠正时限，并对纠
正结果进行跟踪，较为有效地控制了管理及质量。同时，强化现场检查，就检查出的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
沟通并进行复查，通过这种强化性检查给部门员工施加压力，使现场管理及品质明显提高。 此外，通过
内部考核、客户质量信息反馈、日常全检、抽查以及突击检查等品质控制方法的实施，理清了品质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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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加强内部管理，促进降本增效
完善事业部绩效考核。针对存在的问题，公司调整管理方法，做到每季度核算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沟
通，充分调动了各事业部的积极性。
加强分子公司管理，形成了审计部、财务部、成本办、供应部等职能部门对口监督指导、全方位覆盖
式综合监管，加强对分子公司的账目审核和费用核销监督，积极降低各项费用。
加强采购管理，做好合同评审。在采购管理中紧扣公司采购流程，严格控制采购程序，加强成本管理；
认真执行公司物资管理制度，确保公司物资管理工作程序化、规范化；规范采购合同，严控合同评审，最
大限度避免采购风险；规范供应商管理，面对原料价格上涨，积极引进引进新的合格供应商，通过比质比
价有效控制了原材料采购成本。
做好限额发料、先进先出工作，在充分满足生产需求的同时积极预防和降低生产车间和分子公司新增
的呆滞品。加快提高自动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5、完善内部控制，防范并购风险
2017年，公司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度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和三会运作等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公
司治理水平。
（1）对规范运作进行了自查。2017年，公司对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自查，包括公司基本情况、
三会运作情况、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公司独立性情况、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情况、投资者关系管理及维护情况，对规范运作情况有了整体了解。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2017年，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3）加强对关联交易和担保的内部控制。2017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大幅增加，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也显著增加，为严格控制风险，公司与关联方、被担保方提前做好沟通工作，确保日常关联交易及担保的
必要性、合理性且不能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时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做
好内部决策程序。
（4）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九天光电是公司2016年并购控股的新公司，公司公司董事长、副董事
长、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多次到九天光电现场调研，指出其在内部规范运作方面的不足，促进其按照上市
公司的要求细化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公司财务总监兼任九天光电的财务总监，多次和审计部负责人
到九天光电实地检查财务账目，确保九天光电财务数据准确、完整，防止出现并购风险。
6、加强财务管理，防范财务风险
（1）2017年，公司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控，全面实现对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防范财务风险，保证了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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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固定资产管理，核实往来帐务管理，梳理长期不动的往来帐，对应收帐款中零星的小客户的
预收款、发出商品进行核对。
（3）对分、子公司财务核算的管理工作全面展开。日常工作中，及时沟通、密切联系并注意对他们的
工作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与各分子公司财务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月对分、子公司的内部往来帐
进行核对。特别是新并购的江苏九天公司,从报表的衔接、盘点工作的安排,各项财务指标的确认等方面展
开工作。
（4）开展财务自检，如对公司存货进行核算，正确计价，定期对账，保证账账、账实相符。对公司下
达的财务制度执行情况、生产经营的盈亏等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
7、加强基层党建，强化党的领导
公司党员较多，设立基层党委，公司董事长谭荣生任党委书记，总经理谭伟、副总经理解娟、韦秀萍
任党委委员。公司共有三个党支部，公司副总经理韦秀萍为第一党支部书记；公司监事会主席赵海林为第
二党支部书记；公司副董事长谭克为第三党支部书记。公司的组织领导力量强，开展的活动多姿多彩，加
强了公司的凝聚力，提高了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
2016年9月，公司建成镇江市首批企业党群综合体；2017年，公司设立了“书记工作室”。2017年，公
司党委结合载体优势，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化“东方红”党建品牌内涵，推动基层党建工
作与企业创新发展有效融合。公司党委积极推动党员在企业生产及发展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在生产、销售、
技术等部门都设立“党员示范岗”，要求党员做到“管理创新、生产经营、思想工作、遵守纪律、廉洁奉
公、急难险重”六个“带头”，通过党员技术骨干结对一线员工，教技术、做示范、带头干，促进公司的
整体发展。
公司党组织工作受到江苏省委、镇江市、镇江新区等上级党委的高度肯定和认可。2017年3月，公司第
一党支部被镇江市党委命名为“2016年度五星法治型、服务型先进党支部”；2017年12月，公司第一党支
部再次被镇江市党委命名为“2017年度五星法治型、服务型先进党支部”； 2017年3月，公司党委被江苏
省委授予“2016年度基层先进党组织”；2017年6月，公司党委被镇江市委授予“2016年度基层先进党组
织”。2017年，公司还先后获得 “镇江市劳动关系和谐达标企业”、镇江市“模范职工之家”称号。2018
年1月，公司被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评为“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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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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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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PTC

723,496,811.74 625,226,969.70

13.58%

43.36%

53.00%

-5.45%

电热管

107,357,997.99

94,437,911.40

12.03%

5.66%

19.68%

-10.30%

电热管组件

110,294,834.46

90,885,014.98

17.60%

19.70%

17.06%

1.86%

其他民用

101,018,383.12

47,962,757.64

52.52%

28.95%

9.34%

8.51%

光通信产品

381,315,739.87 329,642,261.15

13.55%

887.43%

895.66%

-0.72%

动力锂电池钢壳
169,523,272.80 105,215,512.85
材料系列

37.93%

1,036.18%

925.52%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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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准则修订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
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化的主要影响的报表项目营业外收
入、其他收益。本期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增加12,260,209.02元， “营业外收入”减少12,260,209.02
元。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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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
行分类列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11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据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化的主要影响的报表项目“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其
中：2017利润表中“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增加25,774.92元、“营业外收入”项目减少83,894.40元、“营
业外支出”项目减少58,119.48元；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30,061.66元，“营业外支出”
238,995.01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208,933.35元。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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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江苏东方九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

成都东方九天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

绍兴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镇江东方涂层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本期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荣生

2018年4月11日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