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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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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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5,730,250,118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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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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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旭光电、东旭 B 股票代码 000413、2004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昕 王青飞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传真 010-68297016 010-68297016 

电话 010-68297016 010-68297016 

电子信箱 gongxin_dx@126.com wangqingfei@dong-x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光电显示材料生产商及智能制造综合服务商。光电显示材料领域，公司拥有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液晶玻

璃基板生产能力，且已横向布局了曲面盖板玻璃、彩色滤光片、蓝宝石等其他光电核心材料，显示材料产业集群优势凸显。

智能制造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成套玻璃基板生产装备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高端装备业务的客户已外延拓展至众多领

域，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制造，努力构建 “高端材料-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闭环。 

一、光电显示材料业务体系 

1、液晶玻璃基板业务 

液晶玻璃基板是液晶显示面板上游的核心原材料，约占整个面板生产成本的15%-20%，制造工艺要求极高。公司基于在液晶

玻璃基板成套生产设备领域的突破，率先打破国际垄断，实现了液晶玻璃基板的国产化，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掌握溢流熔融

法和浮式法两种玻璃基板生产工艺的企业。目前，公司拥有郑州、石家庄、芜湖、福州四大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基地，全面覆

盖了G5、G6和G8.5代TFT-LCD液晶玻璃基板产品，公司拥有20条液晶玻璃基板产线（含在建及拟建项目），量产产能稳居

国内第一、全球第四。 

2、其他显示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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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显示材料业务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公司执行产业链横向延伸策略，自2015年起，先后布局了曲面盖板玻璃、彩色滤

光片、蓝宝石等等业务，业务结构得以优化、产业集群效应显现。 盖板玻璃用于保护触控模组和显示屏，公司主要生产高

铝盖板玻璃并加工成曲面盖板玻璃；彩色滤光片是液晶显示器彩色化的关键组件，公司主要产品为G5代彩色滤光片；蓝宝

石广泛应用于LED衬底材料及光学元件等领域，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为2英寸和4英寸的LED衬底产品。 

二、智能制造业务体系 

1、高端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依托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历经十年，率先突破了国外在生产设备及技术上的全面

封锁，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具备全套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工艺及装备制造能力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产业化经验，且相关技术具备很强的溢出效应，自2014年起积极推进产业链延伸战略。目前，公司高端装备及技术

服务业务主要以定制化、集成化的生产及运维服务模式，主要推广自动化生产系列设备，并开拓了多个产业集团型客户。 

2、新能源客车业务 

公司从事高端装备制造业近20年，从技术到管理，从资金到人才，都具备强大的溢出能力。2017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申龙客车100%股权，该公司深耕新能源客车领域十余年，技术成熟、管理经验丰富、市场销售

渠道广、海外拓展能力强。通过本次收购公司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从技术、管理、市场、资源等多方面与申龙发挥

产业协同效应，此举可丰富公司现有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及时抢占新能源客车及物流车领域行业先机，为公司未来高

速成长创造更多可能性。 

3、石墨烯制备及产业化业务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热学、力学特性，在材料学、能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材

料。自2014年起，公司重点推进石墨烯在柔性显示、锂离子电池、散热材料方面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目前，公司石墨烯相

关的产业化应用类产品主要涵盖各类石墨烯制备品、石墨烯包覆正极材料及锂离子电池、石墨烯大功率LED系列照明灯、石

墨烯智能电采暖等产品。提前布局石墨烯类新材料，是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投入，能够契合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方向，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及市场空间。 

三、其他业务 

1、电子通讯产品业务 

为解决我国“缺芯少屏”的产业困局，公司通过整合大量客户资源及光电显示材料销售渠道，努力实现光电显示材料及相关配

件的行业整合与协同。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液晶显示模组、存储芯片等产品的进出口渠道，努力开拓物联网设备的供销

渠道，逐步完善报关、仓储、物流等环节，针对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建筑安装业务 

作为公司传统业务，建筑安装业务在协助公司生产基地建设、维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降低了公司的各项工程建设

成本。同时，作为主营业务的补充，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建筑安装业务近年来为公司贡献了一定的收入和

利润。公司该项业务主要以子公司东旭建设为运营主体，该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等资质，主要开展房建、土建、市政设施建设及其他工程总包和专业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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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336,364,158

.13 

6,901,321,122.

65 

7,632,049,549.

25 
127.15% 

4,650,208,448.

10 

4,927,624,975.

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3,666,827.

25 

1,239,928,899.

40 

1,303,685,863.

90 
33.75% 

1,326,233,674.

37 

1,245,417,797.

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9,583,478.

72 
953,819,209.18 961,311,896.59 60.15% 822,699,390.70 734,157,85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5,773,428.

34 

1,390,048,492.

32 
748,957,164.24 69.00% 

1,780,128,962.

94 

2,009,859,853.

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0.28 17.86% 0.4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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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0.28 17.86% 0.48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7.28% 7.55% -0.46% 14.99% 13.6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7,683,329,226

.91 

46,826,319,570

.41 

50,287,380,415

.68 
34.59% 

28,798,623,253

.33 

31,923,601,760

.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922,796,455

.46 

22,216,300,365

.86 

23,286,206,822

.68 
32.79% 

14,319,481,941

.28 

14,525,631,433

.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58,246,760.26 2,673,890,819.09 3,447,509,517.00 8,956,717,06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022,905.51 265,439,462.24 426,091,959.40 665,112,50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582,887.68 222,570,280.19 409,366,560.51 555,063,75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1,749,226.89 -489,775,177.76 1,839,587,401.52 547,710,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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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13 户

（其中 A

股股东

359516 户，

B 股股东

17397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1,666 户（其

中 A 股股东

344320 户，B

股股东 17346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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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90% 910,975,591 791,889,488 质押 484,882,697 

石家庄宝石电

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0% 332,382,171 0 质押 120,000,000 

上海辉懋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8% 262,626,262 262,626,262   

中信建投基金

－华夏银行－

西藏信托－西

藏信托－顺景 5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54% 145,759,1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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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 123,975,516 0   

民生加银基金

－平安银行－

大业信托－大

业信托·增利 2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70% 97,192,224 97,192,224   

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27% 72,639,296 72,639,296   

北信瑞丰基金

－招商银行－

大业信托－大

业信托·增利 3

号单一资金计

划 

其他 1.08% 62,095,032 62,095,032   

深圳泰安尔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61,165,682 0 质押 61,165,682 

万和证券－招

商银行－万和

证券海和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6% 55,246,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东旭集团与宝石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8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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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东旭债 112243 2020 年 05 月 19 日 100,000 6.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本期按时足额支付第一期债券利息 60,000,000.0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7年5月24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根据公司2016年年报出具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评字【2017】448号，此次评级结果为长

期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详见公司2017年5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跟踪评级公告》）。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在公司公告2017年年报后2个月内对公司2017年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

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2.64% 51.52% 1.1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2.82% 12.17% 0.65% 

利息保障倍数 3 3.48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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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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东旭光电拼搏奋进、锐意进取的一年，公司围绕经营目标，积极开拓创新，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各业务板块得以夯

实，光电显示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石墨烯业务布局顺利，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同和集群效应。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36亿元，较2016年增长127.1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44亿元，较2016年增长33.75%。 

2017年，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光电显示材料业务体系 

1、顺应趋势，高世代玻璃基板产线形成产能 

报告期内，液晶显示面板行业维持景气周期，公司下游面板厂商均取得较高的业绩增速，带动公司液晶玻璃基板及其他光电

显示材料市场需求旺盛。2017年，公司液晶玻璃基板产品覆盖G5、G6、G8.5代三类产品，全年共计实现销售收入20.65亿元。

公司玻璃基板产品已经全面覆盖了大陆及台湾地区主流面板厂商，包括京东方、深超光电、群创光电、龙腾光电、深天马、

友达光电等，产业安全性及稳定性不断提升。 

近年来，面板与玻璃基板大尺寸、高世代已成为行业趋势，据群智咨询预计，2018年大尺寸面板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将带动电

视面板平均尺寸增长1.7英寸，从而带动需求面积增长7%以上。公司福州8.5代TFT-LCD液晶玻璃基板项目是公司为应对面板

大尺寸化发展而布局的重点项目。报告期内，福州旭福G8.5代线第一条、第二条产线后段产线已先后投产，成功配套京东方，

开始为公司贡献收入4.32亿。 G8.5代玻璃基板的顺利投放市场，对公司实现中、高世代玻璃基板产品全覆盖、巩固公司行

业龙头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协同布局，成为光电显示核心材料综合供应商 

2017年末，公司完成对旭虹光电的收购，将高铝盖板玻璃产线正式纳入公司光电显示产业体系。旭虹光电是国内高铝盖板玻

璃研发并率先实现量产的企业之一，所生产的高铝盖板玻璃具有高透光性、高抗冲击性、高耐划伤性、高弯折韧性、超薄性

等技术特征。公司以“王者熊猫”玻璃为突破口，通过大力开拓终端用户，拓宽生产工艺带，优化销售品种结构，市场销售屡

创新高。2017年，公司通过募集配套资金及自有资金，以旭虹光电为主体投资14.97亿元建设“曲面显示用盖板玻璃生产项目”，

该项目是公司顺应OLED柔性显示屏趋势所采取的有力举措。 

报告期内，公司第5代TFT-LCD用彩色滤光片生产线项目第一条产线已完成建设，预计2018年达产后将有效提高现有G5液晶

玻璃基板产品的附加值。2017年7月，公司以现金收购腾达光学100%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光电显示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光学膜片、光电胶带，主要客户为京东方，本次收购增强了与大客户的粘合度。 

（二）智能制造业务体系 

1、完成并购，申龙客车销售业绩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申龙客车100%的股权，申龙客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龙客车

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基因优秀的客车生产企业，具备良好的技术基础、市场渠道以及卓越的海外市场拓展能力。2017年，

申龙客车共计对外销售7155辆客车，其中新能源客车5779辆，全年实现净利润3.15亿元，实现业绩承诺。在整个新能源客车

市场出现下滑的大背景下，申龙新能源客车销量同比大增350%以上，实现逆势大幅度增长，增幅拔得行业头筹，市场占有

率超过5%，跻身行业前八。截至目前，公司拟在南宁、绵阳、宿迁三地建设新能源客车及物流车产业基地，新建基地有助

于申龙抢占市场、提升产销量。 

除此之外，2017年6月，公司出资1亿元认购亿华通非公开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亿华通是专业从事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及产

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此次认购一方面是基于对亿华通未来发展及盈利能力的看好，另一方面是为了藉此与亿华通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加速将亿华通先进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导入公司正在布局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加快公司氢燃料电池汽车推

出速度，强化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行业地位，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持续发力，高端装备业务稳步拓展 

玻璃基板高端装备及技术服务、控制系统及专用设备等多为定制化产品，由于涉及核心技术、生产工艺的保密和市场竞争问

题，2014年之前，公司主要为集团体系内的TFT-LCD玻璃基板产线及高铝盖板玻璃产线建设提供成套设备的设计、生产、

制造、安装及技术服务。随着自有产线建设基本完毕，基于多年来在电子玻璃设备制造领域的丰富经验，公司高端装备业务

开始转向体外市场，并在光电产业链上进行纵深拓展。 

得益于公司自主研发突破国外封锁，打通电子设备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前段设备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在国内工业制造由设备替

代人工、满足高效生产的大背景下，公司高端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持续发力，并逐步面向国内高端客户供应，而且涉足面板

产业装备及其他通用化设备供应。报告期内，公司高端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实现营收72.40亿元，并开拓和储备了华星光电、

国显光电等一批在智能化应用领域有需求的大型集团客户。 

3、初见成效，石墨烯业务择优布局快速推进 

报告期内，上海碳源汇谷制备的单层石墨烯及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相关产品获得了市场的关注与认可，后续单品及技术升级

正在持续推进。2017年4月，公司发布第二代烯王移动电源，其在充电效率、安全性、功能性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并实现

了批量供货。除此之外，公司烯王小动力电池已在享骑电单车、大陆鸽电动车等下游企业实现部分应用，动力电池的规格约

为36V~48V/10Ah、15分钟充满、可续航35km~40KM、循环寿命超1500次。烯王小动力电池的适用性推广为公司石墨烯基动

力电池的产业化应用打开了市场空间。 

公司致力于推动石墨烯产业化落地，2017年实现了在LED照明产品及电采暖产品上的双突破。2017年5月，公司取得明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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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51%股权，该公司以可逆液晶相变型石墨烯复合散热材料为核心技术，专业提供大功率LED照明设备及照明综合解决方案，

其产品已在北京、湖州、牡丹江等20余座城市实际运用。12月，公司与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签订《销售合同》，收获此类产品

首批海外订单。2017年明朔科技实现净利润1,263.73万元。另外，公司以水性石墨烯导电油墨技术为核心，开发出石墨烯电

暖器、石墨烯发热地板等产品，并与山西能投及山西建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山西省农村石墨烯电采暖替代散煤

燃烧取暖项目展开合作。 

（三）其他增值业务体系 

1、产业延伸，配套电子通讯产品业务 

报告期内，为增加公司产业协同性、盈利性，公司新增电子通讯产品业务，主要为记忆芯片类产品、高端外设及电竞主机类

产品、液晶屏幕模组及整机类产品等的进出口购销业务。基于公司原有高端装备及液晶显示材料等业务积累的客户资源及销

售渠道，以及公司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深圳市新盈通科技有限公司，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市场开拓能力强的经营团队，

逐步完善了采购、生产、仓储物流及配送销售等环节，整体管理效率及风险管控能力得以提升。2017年，公司电子通讯产品

业务实现营收21.41亿元。 

2、老树新芽，建筑安装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增资等方式增强了公司在PPP项目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加速完成地下综合管廊、市政基础设施、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等领域的PPP业务合作。近年来，公司建筑安装业务在协助公司生产基地建设、维护等方面有效降低了公司工

程建设成本。同时，作为主营业务的补充，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建筑安装业务也为公司贡献了一定的收入

和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建筑安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8.9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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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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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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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

1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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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自 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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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c.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适用于2017年

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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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单位：元）：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依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6年度金额增加+/减少- 

1 财会〔2017〕30号 

营业外收入 -34,237.22 

营业外支出 -1,435.20 

资产处置收益 +32,802.02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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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明朔（北京）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2017.5.31 5,714.29 36.36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5.31 取得控制权 4,979.56 1,813.62 

创联华泰（香港）

有限公司 
2017.1.1  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1 取得控制权 113,622.37 1,151.02 

天龙华泰实业（香

港）有限公司 
2017.1.1  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1 取得控制权   

东旭（旭华）国际

设备有限公司 
2017.1.1 10.02 55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1 取得控制权 0.13 -90.68 

上海申龙客车有

限公司 
2017.10.26 300,000.00 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0.26 取得控制权 251,342.58 22,059.13 

苏州腾达光学科

技有限公司 
2017.7.10 11,500.00 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7.10 取得控制权 14,548.78 2,143.66 

郴州弘晟公共交

通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2017.9.20 1,000.00 57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9.20 取得控制权  -82.89 

道隧集团工程有

限公司 
2017.12.1 10,446.86 51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2.1 取得控制权 31,483.86 383.06 

宁波旭德科技有

限公司 
2017.12.31 485 100 

非同一控制企

业合并 
2017.12.31 取得控制权   

 

2、本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合并方

名称 

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权益

比例（%） 

构成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

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 

确定依据 

被合并方

名称 

合并当年年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年年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成都东旭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100 

同受最终控

制人李兆廷

控制 

11月16日 

支付对价并

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成都东旭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264,977,513.73 -11,025,654.14 337,652,393.44 21,463,467.86 

四川旭虹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0 

同受最终控

制人李兆廷

控制 

10月26日 

支付对价并

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四川旭虹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372,820,156.08 90,116,100.98 399,663,708.85 48,839,7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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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新增的重要子公司 

2017年4月26日，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与长沙顺研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刘雪花共同设立湖南东旭威盛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其中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认缴2,550.00万元，长沙顺研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认缴1,700.00万元，刘雪花认缴750.00万元，实收资本为5,000.00万元。 

2017年4月26日，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与刘海军、廖筱叶共同设立湖南东旭徳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其中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认缴2,550.00万元，刘海军认缴1,700.00万元，廖筱叶认缴

750.00万元，实收资本为5,000.00万元。 

2017年4月18日，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与长沙文超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宁湧超共同设立芜湖东旭威宇

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其中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认缴5,100.00万元，长沙

文超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认缴3,400.00万元，宁湧超认缴1,5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00.00万元。 

2017年9月20日，苏州腾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重庆旭福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实收资

本2,000.00万元。 

2017年9月22日，郴州弘晟公共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郴州万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郴州旭鸿交通运输建设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7,000.00万元，实收资本3,000.00万元，其中郴州弘晟公共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 

2017年12月5日，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张家口申龙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实收

资本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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