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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803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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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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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陆电子 股票代码 0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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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幼平 古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

路科陆大厦 22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

路科陆大厦 22 楼 

电话 0755－26719528 0755－26719528 

电子信箱 huangyouping@szclou.com guwen@szclo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综合能源服务商，从智慧能源的发、输、配、用、储到能效管理云平台、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站运

营管理云平台等都能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公司已基本形成了围绕以智慧能源为核心的产品链、商业运营生态圈和金融服务体

系。 

1、公司的产品链主要包含智能配电一二次设备、智能用电仪器仪表设备、新能源接入设备、储能系统设备、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备、芯片设计、智能安防和智能交通监控设备、围绕新能源产品制造的工业自动化以及围绕能源服务的数据采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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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 

公司通过配电网产品产业链整合，加大一二次产品融合速度，可以为二万亿配电网改造提供符合新标准的主体设备，包

括一二次融合的柱上开关、环网柜和变压器台区，静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取得重大突破。公司配电网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和

南方电网公司一二次设备招投标上多点开花，连续中标，EPC工程总承包服务开始发力。 

储能领域方面，公司整合了储能电池、PCS（双向变流器）、BMS（电池管理系统）、EMS（能量调度系统）等核心技术

的产业链，使得产品在质量、成本、效率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其中，电网级储能系统、商用储能系统、户用

储能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电网发电侧、电网用电侧和无电地区。公司利用能量实时调控与优化运行的核心技术为独立电网和微

电网解决了稳定运行的难题；利用储能设备的快速响应和精确控制能力为大型火电机组解决了发电侧辅助服务中调频、AGC

控制等难题。公司在用户侧通过削峰填谷，起到电网侧调峰的作用，通过需量调度控制为终端电力用户大幅降低用电成本，

此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业领域。 

2、公司的商业运营生态圈主要包括新能源电动汽车生态圈、新能源并网发电运营等综合能源服务。 

新能源汽车运营方面，公司从核心功率模块、充电设备的自主研发生产以及动力电池与整车核心部件的产业链纵向整合，

从充电场站运营延伸至新能源物流车运营、新能源大巴车运营和乘用车分时租赁横向布局，形成了车桩一体的新能源汽车运

营的生态体系。 

2017年公司智慧充电网络云平台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生态圈成员企业，包括充电运营商、新能源汽车运营商、新能源汽车

个人用户、充电业务销售、新能源汽车经销商等近百家充电运营商，并完成数十家互联互通，共接入充电场站数百个，接入

充电桩近万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上万辆，充电量近五千万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科陆能源公司专注从事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投资、建设及运营等新能源方面相关业务，在全球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于2013年进军新能源并网发电运营领域，目前正在运营的光伏电站、风力电站总计约460MW。 

3、公司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含围绕智慧能源的保险和融资服务，现正快速发展中。 

目前，我国资源紧缺和能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从中央到地方，都全面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努力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能源革命的持续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的

大发展，对公司将是长期的利好。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积极加大技术创新及市场开拓力度，创新商业

模式，确保公司实现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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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376,025,786.02 3,161,904,621.70 38.40% 2,261,423,35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8,661,846.58 271,795,401.16 68.75% 196,195,95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037,026.96 66,479,614.16 -182.79% 126,062,69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56,301.90 -65,635,846.85 407.84% -298,014,90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91 0.2293 47.88% 0.43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90 0.2282 48.55% 0.43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6% 11.01% -0.05%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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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5,460,833,600.10 12,223,676,773.13 26.48% 10,312,977,19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17,576,966.87 2,651,628,005.96 81.68% 2,322,801,4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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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160,222.04 815,249,114.28 1,281,409,357.00 1,569,207,09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30,042.10 87,253,670.50 136,098,436.85 187,779,69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54,834.05 -26,976,850.54 24,489,017.37 -71,004,02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377,955.81 23,925,796.69 11,708,338.37 270,800,1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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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9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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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陆华 境内自然人 43.14% 607,440,369 485,386,144 质押 566,223,474 

邓栋 境内自然人 2.32% 32,633,500 32,500,000 质押 32,500,000 

陈长宝 境内自然人 2.06% 29,074,460 29,054,460 质押 29,025,571 

阮海明 境内自然人 1.95% 27,402,800 22,500,000 质押 23,020,000 

桂国才 境内自然人 1.79% 25,145,604 25,108,416 质押 24,996,854 

祝文闻 境内自然人 1.43% 20,187,089 19,787,089 质押 13,900,000 

周新华 境内自然人 0.97% 13,666,600 13,500,000 质押 11,672,994 

上海景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2,500,000 12,500,000 质押 5,000,000 

深圳市创东方

慈爱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2,500,000 12,500,000   

袁继全 境内自然人 0.86% 12,101,1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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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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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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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2 科陆 01 112157 2018 年 03 月 12 日 28,000 5.89%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4 科陆 01 112226 2019 年 09 月 17 日 12,490.36 7.00%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科陆 01 112507 2020 年 03 月 22 日 20,000 5.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支付了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自 2016 年 3 月 12 日至 2017

年 3 月 11 日期间的利息；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支付了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自 2016

年 9 月 17 日至 2017 年 9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报告期内，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尚未到付息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出具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4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以上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与2016年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2017年2月，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拟公开发行的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公司债券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出具了《深圳市科

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债券信用等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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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与2017年2月的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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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8% 77.15% -9.2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68.81% 1,177.01% -308.20% 

利息保障倍数 2.64 2.09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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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聚焦公司主业，积极开拓创新，加强内部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7,602.58万元，同比增长38.4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866.18万元，同比增长

68.7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聚焦主营业务，以市场为导向，稳扎稳打 

（1）储能业务方面。公司从2009年开始致力于储能领域的研究，现拥有较为完善的储能解决方案及成熟的储能系统集

成能力，PCS（储能双向变流器）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自主研发的BMS（电池管理系统）可实现对电池成组后的有效管

理及均衡，解决储能电池系统大批量矩阵式使用中电池一致性所带来的影响。目前公司已累计完成超过330MWh的并离网储

能系统项目交付。 

2017年5月，公司中标“绿色储能技术研究院500MWh电储能设施国际采购项目”，中标储能电站总容量为500MWh。该

项目已先后完成了北京、广东、江苏若干项目的交付投运。其中，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1MW/2MWh储能项目是500MWh 电

储能设施国际采购项目中首个建成并投运的储能电站，从确认订单到完成交付仅历时45天，也是北京地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

锂电储能系统在需求侧的成功应用。公司与株式会社LG化学合资成立的无锡陆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报告期内正式批

量投产，重点布局海外户用储能及商用储能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拓储能AGC调频市场。已顺利建成并投运的山西同达电厂储能AGC调频项目是规模位居国内前

列的电厂发电机组储能调频项目，成功实现了“火电机组+储能”联合AGC调频。在建的山西平朔储能AGC调频项目、内蒙

古上都电厂储能AGC调频项目即将投运，进一步确立了公司在储能AGC调频领域的市场龙头地位，体现了公司储能技术在

电力调频领域中的商业价值。 

为有效满足储能等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对经营场地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竞得位于深圳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西

片区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59,766.87平方米，本次竞得土地将为公司扩大产能提供保障，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公司综

合竞争优势，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新能源汽车板块。2017年，公司在电池技术领域及终端车辆运营领域做了重点战略布局。 

上游技术：2018年是动力电池行业调整年，产品升级、价格下降、供应链整合的挑战将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格局加速向

龙头集中。基于公司在新能源车辆运营领域的产业布局，为了更好地控制成本和质量，并带动动力电池在储能市场上的梯次

利用市场，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已通过收购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相关决议。上海卡耐电池并购项目是公司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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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规模介入三元电池领域的重大举措。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与上海卡耐将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公司从电池、系统、终

端运营的战略布局纵深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汽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门槛要求的明显提升和车企对电池产品品质要求的提升凸显了三

元电池路线的技术优势。公司战略布局的三元电池技术路线将实现一定市场溢价，并将充分发挥竞争优势。 

下游运营：公司在2017年加大了新能源车辆终端的运营力度。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领域产业链，打

造以车、桩联合运营为核心的充电网络智慧云平台，实现互联网、车联网和能源互联网的融合，公司在新能源车、桩、网方

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控股的新能源车辆运营商深圳市中电绿源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已拥

有八百多台纯电动大巴车，参股的新能源车辆运营商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拥有超过一万台纯电动物流车，计划未来

将进一步增加纯电动物流车数量。 

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持续退坡导致新能源车购置成本增加，其中新能源客车退坡34%，新能源专用车退坡40%。

公司在2017年度以较低成本购置、投放的新能源车辆有效对冲了补贴退坡压力，将享受到短期的运营成本红利。 

为进一步拓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领域业务，研究新能源汽车电池梯次利用，共建物流公交化共享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巴士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储能应用技术及市场的开发、物

流公交化合作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签署后，公司配合深圳巴士集团新能源车辆的投放进度进行场站建设，目

前已有近十个公交充电场站建成并运营。 

（3）配电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配网一次设备和配网二次设备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工作，公司在国家电网公

司和南方电网公司的配电网产品招标活动中取得良好成绩，产品覆盖江苏、湖南、广东、辽宁、安徽、山东、四川、内蒙古、

新疆等省份，实现配电网业务的大幅增长，市场份额在逐步提升。 

（4）能源服务方面。内蒙古卓资20MW光伏电站项目、怀来30MW光伏电站项目、玉门15MW光伏+6MWH储能项目实

现并网发电。为实现战略聚焦、突出主业，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及资产负债率，公司于报告期内出售了分宜县陆辉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70MWp渔光互补光伏电站，计划未来还将继续出售光伏电站项目，将资源投入到储能、电池等其他核心业务中。 

（5）海外市场方面。公司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化运营水平。公司海外业务已拓展至

亚非拉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德国和美国设有子公司，在印尼、尼日利亚、加纳设有工厂，全面推进全球本地化生产。

2017年7月，公司中标“秘鲁2016-2018民用电表与防窃电电表联合采购招标项目”，中标金额约686.54万美元，本次中标是

公司海外业务拓展的又一成果。2017年12月，公司成为Design, Supply,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of Gas Insulated 220 kV 

Barhabise Substation巴哈必色220kV变电站设计、供货、安装、调试总包项目的中标联合体单位。该项目是公司在尼泊尔电

力市场的第二个高电压等级EPC项目，若该项目顺利实施，将提高公司在项目建设、施工方面的总体技术能力，对公司拓展

输变配电工程总包业务具有积极意义，也可为公司后续海外EPC总包项目的开拓和实施提供更多的借鉴经验，提高公司在国

际市场上的知名度。 

2、积极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累计为30,169.73万元，占2017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6.89%。主要成果有：（1）自主研发的科陆智

慧能源云平台的深入使用，该云平台涉及“充电云”、“车辆云”、“储能云”、“用能云”、“售电云”，是“互联网+”智慧能

源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了互联网、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融合，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升能源的综合效率。（2）致

力于电网级储能系统的研发，研发全新一代储能系统。（3）公司根据充电桩产品需求多样化的特点，提出充电控制单独管理、

运营业务集中管理、分级分层的全新解决方案。新一代群充群控直流充电产品，采用全新的功率控制矩阵设计，大大的提升

了充电模块的利用率及充电的经济性。公司推出了适合公交系统和公共充电设施使用的一机四枪快慢充结合的充电解决方

案，并深入研究大功率充电技术，输出功率可达到360KW及以上。公司研发的交流桩采用低功耗设计，通过对内部器件进

行分析，智能控制供电开关，使整机待机功耗小于3W，达到了业界领先水平。此外，公司充电桩产品实现远程升级和远程

诊断功能，可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高了调试维护效率。（4）推出了新一代面向对象协议全系列电能表和用电采集设备，并

进行新平台的引入和切换，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降低产品成本，对IR46标准、模块化终端等方面积极开展技术预研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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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主研发并生产了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及相关配置软件和后台系统，公司暂态录波型故障指示器、架空外施信号型

远传故障指示器等产品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6）研发出“智能、柔性、高效”的AGV仓储系统，线库一体、储分一体的

仓储解决模式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仓库设计理念，极大地提升空间利用率与智能化程度，降低了系统配置要求，使系统扩展

也更加方便灵活。 

3、资本运作项目顺利推进，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报告期，公司在努力做好主业的同时，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平台，优化资本结构，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于2017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21,309.94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80,415.21万元，投资智慧能源储能、

微网、主动配电网产业化项目、科陆新能源汽车及充电网络建设与运营项目、智慧能源系统平台项目、110MW地面光伏发

电项目，以抓住国内智能电网和新能源行业政策性利好及需求快速增长的历史性机遇。此外，为有效满足公司主营业务战略

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于2017年3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亿元，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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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电网 2,737,815,966.01 768,330,513.62 28.06% 30.24% 15.62% -3.55% 

储能业务 473,200,860.50 100,802,381.45 21.30% 222.10% 223.41% 0.09% 

智慧城市 402,082,467.12 122,786,939.13 30.54% -5.86% -2.91% 0.93% 

综合能源管理

及服务 
486,641,559.13 167,277,251.34 34.37% 27.01% 12.42% -4.46% 

物业 66,777,086.20 49,411,725.62 74.00% 365.86% 427.34% 8.63% 

金融业务 36,237,092.43 36,237,092.43 100.00% 0.00% 0.00% 0.00% 

其他 106,243,884.36 61,255,045.45 57.66% 148.26% 1,531.27% 48.88% 

其他业务收入 67,026,870.27 2,070,242.64 3.09% 47.20% -91.10%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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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376,025,786.02 3,161,904,621.70 38.40% 新能源业务收入稳步增加 

营业成本 3,067,854,594.34 2,154,542,536.83 42.39%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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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58,661,846.58 271,795,401.16 68.75% 

收入规模增长，同时转让子公司股

权的收益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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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与公司日常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调整至

“资产处置损益”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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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对于该规定影响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

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

益”110,015,478.42 元，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 2016 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

间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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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报表项目 变更前 2016 年度发生额 变更后 2016 年度发生额 

资产处置收益 --- 1,144,277.72 

营业外支出 119,522,304.30 117,971,393.19 

营业外收入 9,357,596.10 8,950,962.71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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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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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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意电工绝

缘器材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9,000,000.00   100.00  

现金取

得 

2017

年 5

月 

达到控制

条件，已

拥有与股

权相关的

报酬和风

险。 

 2,247,976.92   21,253.64  

广东省顺德开关

厂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50,000,000.00   100.00  

现金取

得 

2017

年 6

月 

 

144,538,495.88  
 2,197,972.16  

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科陆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  100.00  
现金取

得 

2017

年 8

月 

 8,811,077.60   3,870,664.41  

EGYPTIAN 

SMART METERS 

COMPANY(S.A.E

) 

2017 年 11 月  14,048,530.00   60.00  
现金取

得 

2017

年 11

月 

 716,801.93   -646,981.98  

注：佛山市顺德区顺开输配电设备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为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于取得广东省顺德开关厂

有限公司的控制时同时并入。 

2、合并成本及商誉 

合并成本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科

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意电工绝缘器

材有限公司 

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

公司 

EGYPTIAN SMART 

METERS 

COMPANY(S.A.E) 

现金 ---  19,000,000.00   50,000,000.00   14,048,530.0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   ---   ---   ---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   ---   ---   ---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   ---   ---   ---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   ---   ---   ---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 
 ---   ---   ---   ---  

其他  ---   ---   ---   ---  

合并成本合计 ---  19,000,000.00   50,000,000.00   14,048,53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10,229,366.45 16,539,117.65 3,523,210.91 3,144,8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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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9,366.45 2,460,882.35 46,476,789.09 10,903,676.32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科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意电工绝缘器材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4,613,049.63 14,613,049.63 21,515,274.54 21,515,274.54 

非流动资产 36,737,712.11 36,737,712.11 852,356.69 852,356.69 

减：流动负债 41,121,395.29 41,121,395.29 5,828,513.58 5,828,513.58 

非流动负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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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科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意电工绝缘器材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净资产 10,229,366.45 10,229,366.45 16,539,117.65 16,539,117.65 

减：少数股东权益 --- --- --- --- 

取得的净资产 10,229,366.45 10,229,366.45 16,539,117.65 16,539,117.65 

续： 

项目 
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 EGYPTIAN SMART METERS COMPANY(S.A.E)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47,956,891.35 147,956,891.35 11,288,693.56 11,288,693.56 

非流动资产 112,049,628.85 21,898,507.37 2,895,631.10 2,895,631.10 

减：流动负债 256,483,309.29 242,960,641.07 8,942,901.86 8,942,901.86 

非流动负债 --- --- --- --- 

净资产 3,523,210.91 -73,105,242.35 5,241,422.80 5,241,422.80 

减：少数股东权益 --- --- --- --- 

取得的净资产 3,523,210.91 -73,105,242.35 5,241,422.80 5,241,422.80 

(二)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三) 本期发生的反向购买 

本期无反向购买。 

(四) 处置子公司 

1、本期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变更原因 变更日期 

张家口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1 

哈密市科陆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3/22 

乌鲁木齐陆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0/20 

酒泉科陆电力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0/23 

黑龙江省科陆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3 

武汉市科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3 

科陆（瓜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16 

新余市陆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1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1/28 

内蒙古杭锦旗陆辉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 2017/12/21 

深圳市科陆绿能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 2017/3/29 

安远科陆绿能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 2017/3/29 

兴国县科陆绿能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 2017/3/29 

分宜县陆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 2017/3/29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 本期转让 2017/7/5 

(五)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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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新设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设立时点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山东科陆售电有限公司 2017/1/5  20,000.00   2,000.00     100.00  

浙江科陆售电有限公司 2017/1/16  20,000.00        ---    100.00  

无锡陆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4/20  350 万美元  350 万美元     70.00  

深圳市科陆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017/5/12   5,000.00   ---    100.00  

无锡科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6/9   1,000.00   ---    100.00  

科陆中电绿源（天津）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17/6/13   2,000.00   ---    100.00  

河北科陆中电绿源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17/6/22     999.00   ---    100.00  

南昌市科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17/7/5   5,000.00   ---    100.00  

南昌科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7/7/21  10,000.00   ---    100.00  

湖南科陆中电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7/7/27   2,000.00   ---     80.00  

江西科陆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017/8/2  50,000.00   ---    100.00  

广东粤新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17/8/17   3,000.00      20.00     100.00  

佛山市顺德区顺又捷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2017/10/27 50.00  ---      100.00  

分宜县陆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10/18     100.00   ---    100.00  

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2017/11/2  10,000.00   ---    100.00  

大同市智慧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2017/11/15  10,000.00   ---    100.00  

广州科陆中电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7/12/6   2,000.00   ---    100.00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饶陆华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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