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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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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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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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07,77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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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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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艳平

王巍

办公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传真

0769-88774271

0769-88774271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PCB精密加工辅助材料、激光装备、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装备、液晶模
组自动化生产设备等业务，上述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PCB行业、激光行业、锂电行业及液晶模组行业。
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主要包括机器视觉系列、实验室仪器系列、半固化片无尘自动裁切机、检孔机、全自动补强机、字符
喷印机等产品，上述设备主要用于PCB行业精密检测。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此类产品，在2016年度，公司对上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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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系列进行进一步改型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字符喷印机、补强机等设备突破技术瓶颈，质量和产量再上一个
台阶，获得了客户广泛认可。
PCB精密加工辅助材料主要包括膜系列、过滤系列、补强材料、无尘系列、精密定位系列等材料，上述材料应用主要在PCB
行业。在2016年，公司在江西南昌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覆盖膜、离型膜等中高端膜材料，截止年报披露日，已实现投
产，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激光仪器主要包括UV激光打孔机、UV激光切割机、精密光纤激光切割机、高速二氧化碳激光切膜机、PCB全自动二维码激
光雕刻系列、激光打标机系列等设备，其中，精密光纤激光切割机、高速二氧化碳激光切膜机和PCB全自动在线二维码激光
雕刻系列是2016年新推出产品，已获得行业高端客户如景旺电路验收通过，在市场上形成销售。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在线PCB
板二维码激光标刻系统，具有行业领先技术水平优势，可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实现PCB板二维码标刻的高精度、
高速度、自动化、智能化。
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设备主要包括半自动X光检查机、全自动X光检查机等10余种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锂电、SMT、LED、
电子产品加工和铸件加工等行业。在锂电检测领域，公司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设备已形成垄断性局面，并将在一段时期内保
持领先优势。子公司拓联电子为了适应新能源行业的技术发展要求，于2016年突破技术瓶颈，顺利推出应用于动力电池的动
力极耳，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在动力极耳这一细分市场赢得了市场先机，延伸了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的产业链。通过公司与
子公司的共同发力，公司在锂电行业的切入深度不断增加，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
液晶模组自动化生产设备主要包括LCM全自动绑定系列、TLI全贴合系列、背光源叠片系列、脉冲和恒温设备系列、软对软
对硬贴合系列、ACF贴附、拉力测试等全系列液晶模组自动化组装设备及测试仪器，主要应用于热压和贴合领域。上述产品
集中由子公司集银科技生产，集银科技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紧跟当前及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客户的要求，持续发力，在
继续保持海外订单的同时，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内市场的开发效果将在2-3年内逐步释放，
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本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内生发展和外延并购”的双轮驱动战略布局，围绕智能化装备、材料进行产业链整合。公司于2016
年1月停牌，并购鹏煜威及炫硕光电，并在2017年3月完成全部发行工作。鹏煜威作为以自动化焊接领域为主的领先企业，在
2016年度取得了较好的业绩：鹏煜威在电梯行业取得重大突破，6家客户订单均突破千万，并与多家客户洽谈电梯无人工厂
订单，同时，鹏煜威在压缩机行业全自动化生产线取得较好业绩，在工业机器人、AGV、RGV小车，智能网关，MES系统
已完成研发并成功投入应用，在智能仓储等智能工厂配套等领域正加紧布局。
2016年度，公司通过与子公司技术优势互补，设立公司中央研究院，定期开展技术研讨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技术
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申报专利31件，其中发明专利申报了6件，公司获得“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试点）”、“东莞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东莞市专利优秀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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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600,344,650.83 357,083,508.73 357,083,508.73

68.12% 311,074,660.85 311,074,66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2,836,504.74 39,340,437.32 39,340,437.32

85.14% 29,133,286.82 29,133,2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165,839.30 33,915,011.62 33,915,011.62

95.09% 25,566,281.99 25,566,28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444,341.83 -34,534,224.59 -34,534,224.59

248.97%

-1,531,077.55

-1,531,07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6

0.26

73.08%

0.2590

0.2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26

0.26

69.23%

0.2590

0.2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8%

9.83%

9.83%

-0.65%

12.29%

12.2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调整后

1,548,699,807. 777,950,639.30 782,740,446.13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97.86% 496,375,153.52 496,375,1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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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49,693,729.
539,445,395.28 427,366,222.11
86

169.02% 382,497,977.96 382,497,977.9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注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相关规定，对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应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
收购库存股处理）公司 2015 年未就相关回购义务确认负债，导致库存股、其他应付款少确认 116,868,980.00 元。注 2、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相关规定，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为成本费用时，在按照会计准则
规定确认成本费用的期间内，企业应当根据会计期末取得的信息估计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计算确定其计税基础及由此产生的暂
时性差异，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其中预计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超过会计准则规定确认
的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成本费用，超过部分的所得税影响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公司 2015 年末未按会计期末取得的信息（期
末公司的股票价格）计算确定其计税基础及由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资本公积少确认 4,789,806.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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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12,193.63

150,216,286.34

159,734,537.52

208,481,6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6,707.62

17,900,592.92

19,042,124.81

33,847,07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3,542.86

15,899,074.64

17,536,201.54

31,027,020.26

-6,909,796.67

24,270,836.28

42,042,830.31

-7,959,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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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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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4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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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比例

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31%

91,115,417

91,115,417 质押

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0%

10,134,585

10,134,585

施忠清

境内自然人

4.71%

8,536,751

8,536,751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包商银行－
境内非国有
中融国际信托－中融－恒融 5 号单一
法人
资金信托

4.22%

7,641,791

7,641,791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1.48%

2,686,731

0

李凤英

境内自然人

1.26%

2,284,482

2,284,482

0.79%

1,425,65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消
其他
费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32,12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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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
其他
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72%

1,299,959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战
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1,216,107

0

新余市融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1,202,359

1,202,3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徐地华、徐
国凤、徐地明为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3、徐地华、徐
国凤、徐地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徐地华、
徐国凤、徐地明、徐国梅为兄妹关系，段祖芬为徐地华的配偶，陈伯
平为徐国凤的配偶，吴国芳为徐地明的配偶，徐同为徐地华之子；5、
施忠清和李凤英为夫妻关系，新余市融银投资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为施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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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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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我国总体经济形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均获提高，我国工业生产整体上也
呈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
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积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锐意进取，努力克服内外
部不利因素，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开拓市场、提高产能，较好的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通过加强内部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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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60,034.47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68.12%；营业利润7,163.5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83.65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85.14%。
报告期内，公司同时启动了收购炫硕光电100%股权、鹏煜威51%股权的工作，并于2017年1月完成了资产过户手续，在2017
年3月正式完成了发行等各项工作，此次重组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并购重组，公司在进入液晶模组和背光屏自动化生产线
领域后，公司的产业链进一步向自动化焊接装备、工厂智能化解决方案、LED自动化生产装备等领域延伸，公司横向整合战
略再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自动化、智能化领域的产业布局。近两年的两次重大资产重组，大幅提高了
公司的资产质量、扩大了公司业务规模、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并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2016年度，公司市场纵横向布局得到不断深化。为进一步打开市场局面，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专门成立市场中心专职
于市场的统筹开发与布局。经过一年的努力，公司市场中心及各分子公司在市场开发上取得了一定成绩，PCB二维码激光雕
刻设备获华为认可，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并顺利通过行业标杆客户景旺电路的验收，为大规模销售奠定了基础；X光检测装
备成为国内锂电龙头企业的首选；液晶模组装备在国内市场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鹏煜威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获得客户高
度认可并实现签单。同时，公司紧跟行业产业转移路线图，在华中地区设立南昌正业科技，专营中高端膜系列产品，将市场
触角延伸至华中地区，为2017年材料领域的业绩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公司通过慎重筹划，于2017年初设立了全资子
公司北京正业，为公司引进高端人才及高精尖技术提供了重要窗口，也为公司拓展北方市场特别是与国内大型高端客户的总
部建立联系提供了重要平台。
2016年度，公司大力加强了技术研发能力、成果转化能力、技术纵横向拓展能力的建设，将“信息化、智能化”作为公司今后
一段时期的技术战略重心。为此，公司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设立三级技术平台，涵括激光技术、X光技术、材料技术、自动
化技术、软件技术等应用平台，同步推进应用技术研究与基础技术研究，整合各分子公司的共性技术，形成共性技术模块化、
标准化，促进技术资源整合共享。
2016年度，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公司连续多年研发投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6%左右，有力的支撑了公司科技
创新活动。截止2016年年底，公司申请专利430余件，授权专利280余件，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超过了100件，软件著作权达
到34项，发表科技论文80余篇，参与国家标准编制7项，主导制定行业标准3项，承接了多项政府平台研发项目。
2016年度，公司将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升员工福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公司成立教育基金赞助部分大学生，踊跃参加
“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在公司组建了“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和“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免费为广东省中小学生提供科学
仪器设备知识等科普教育；同时，公司每年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免费体检，资助部分员工参加外部优质培训拓展活动、不定期
举行部门聚餐等文娱活动等等。2016年末，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期顺利解锁，公司大部分骨干员工首次实现了财产性收入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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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PCB 精密加工检
测设备

199,899,751.98

124,021,459.73

37.96%

31.55%

39.28%

-3.44%

PCB 精密加工辅
助材料

216,403,405.21

150,761,940.25

30.33%

12.66%

10.96%

1.06%

液晶模组自动化
组装及检测设备

163,312,397.14

81,876,435.56

49.87%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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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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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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PCB仪器装备、材料领域的市场推广逐步取得新成效，机器视觉、精密激光类、膜类等产品的订单稳定上升，营
业收入稳步增长。
2、公司锂电业务仍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并有望延续。
3、通过并购重组，公司业绩增加了液晶模组模块，该模块产品广泛应用于液晶模组的生产全过程，覆盖了LCD模组生产、
背光源生产、LCM模组生产和TP+LCM模组生产等四个生产领域。本报告期内，公司并购重组对象集银科技正式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畴，并完成了2016年的业绩承诺，实现营业收入163,312,397.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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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的规定，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
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
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
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
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1.
2.

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

影响金额
1,584,978.09
-1,584,9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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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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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 权 取 得 股权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 买 日购买日至期末被购买日至期末被
比例
的 确 定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
依据
530,000,000.00
100.00
47,231,260.15
深 圳 市 集 银 科 2016-5-11
现 金 + 发 行 权 2016-5-11
注注1 163,312,397.14
技有限公司
益性证券
注1 2015年9月14日，公司与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5.3亿元对价收购其持有的集银科技
100.00%股权，其中50.00%以现金方式支付，50.00%以增发股份形式支付，该收购事项于2016年1月7日经证监会审议有条件
通过。已于2016年3月4日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于2016年5月11日支付了26,50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且并且有能力、有
计划支付剩余款项。故购买日确定为2016年5月11日。
（2）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目
集银科技公司
合并成本：
265,000,000.00
现金

6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65,000,000.00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22,017,600.00
或有对价
552,017,600.00
合并成本合计
111,058,169.33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440,959,430.67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说明：①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0804号），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评估
价值为53,530.86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对价确定为53,000.00万元。
②或有对价的相关条款、购买日确认的或有对价的金额及其确定方法和依据，购买日后或有对价的变动及原因。
业绩补偿：集银科技原股东承诺集银科技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00 万元、 4,680万元、6,084 万元。如集银科技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正业科技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的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
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交易对价调整条款：若业绩承诺期内集银科技实际实现的平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超过业绩承诺方承诺的平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情况下，超出承诺数额的部分，
正业科技按照8 倍市盈率（PE）调整对价，调整金额上限不超过 6,000 万元。即：交易对价调整额=（集银科技业绩承诺期
内实际实现的平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集银科技业绩承诺期内承诺的平均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集银科技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平均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4,788） ×8 （单位：万元），对价调整额不超过 6,000 万元。
根据集银科技2015、2016年净利润的实现情况，以及2017年预测的扣非净利润情况，本公司需要支付的或有对价估计金额为
2,201.76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集银科技完成了本期的业绩承诺。
③大额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与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53,000.00万元对价收购其持有的集银科技
100.00%股权，其中50.00%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50.00%对价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2016年3月4日集银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
备案登记，2016年5月11日公司向施忠清等增发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5
月 13 日 公 司 以 现 金 支 付 本 次 交 易 50.00% 对 价 26,500.00 万 元 。 购 买 日 集 银 科 技 净 资 产 为 111,058,169.33 元 ， 形 成 商 誉
418,941,830.67元。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183,266,909.93
163,307,193.26
资产：
13,998,543.91
13,998,543.91
货币资金
57,095,328.72
57,095,328.72
应收账款
80,489,070.49
78,643,095.86
存货
7,807,066.05
6,862,324.01
固定资产
17,309,328.50
140,328.50
无形资产
6,567,572.26
6,567,572.26
其他资产项
72,208,740.60
69,214,783.10
负债：
7,849,303.83
7,849,303.83
应付票据
40,144,793.36
40,144,793.36
应付款项
10,183,845.56
10,183,845.56
预收款项
2,993,957.5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135,018.33
4,135,018.33
递延收益
6,901,822.02
6,901,822.02
其他负债项
111,058,169.33
94,092,410.16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111,058,169.33
94,092,410.16
合并取得的净资产
上述公允价值是在收购时净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调整而来。
2、本期通过新设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南昌正业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南昌

法人代表
徐地华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计算机、通信和 3,500.00
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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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全称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表 决 权 比 是否合并
例%
报表
100.00
100.00
是

南 昌 正 业 科 技 有 高端功能膜材料及电子材料研发、制造、销售
限公司
续2：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
实 质 上 构 成 对 子 公 司 少数股东
资额（万元）
净 投 资 的 其 他 项 目 余 权益（万元）
额
1,000.00
--南昌正业科技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中用于冲减
少数股东损益的金额
--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17年4月19日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