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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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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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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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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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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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3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含静

王泽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
中心 D 座 503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中
心 D 座 503

传真

010-68466652

010-68466652

电话

010-68459012-8072

010-68459012-8072

电子信箱

tzz@xiaocheng.com

wangzc@xiaoch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致力于电力线载波芯片及相关集成电路产品的研发、销售， 并面向电力行业用户提供完整解决
方案和技术服务。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为终端客户提供电力生产—配网扩建—电网降损—电能计量等服务，打造行业解
决方案、行业服务闭环；在国内市场方面，公司专注于载波芯片及相关集成电路技术研发，紧跟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新技术
标准和采购计划，积极推广、销售新一代载波芯片及相关集成电路应用产品，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及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智能电网和物联网建设的全面展开，特别是用电信息采集建设的全面推进，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得到
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作为电力线载波通信核心的载波芯片更是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市场潜力巨大。目前，电力线宽带载波
通信技术已被应用于用电信息采集、智能家居、智能园区、中低压配网自动化等领域，为智能电网提供了稳定性好、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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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传输速率快、可靠性高的数据处理服务。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全面覆盖，以及电网公司对抄表成功率、实时响应速度和线损计算等要
求的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对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需求量不断降低，对更为先进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以及采集
产品有了新一轮的需求。国家电网公司出台了正式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标准，推动各厂商的产品和方案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但国家电网公司各网省公司在宽带载波通信技术的使用上也没有完全形成规模，从而导致该产品在报告期内并未形成大批量
的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完成了符合新标准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的研发工作，预计于2018年上半年完成符合新标准的
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送检工作。国家电网市场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宽带产品国网计量中心检测报告，并成功入
围国网范围内的方案应用供应商名单，并在国网范围内多个省份都成功试点，取得良好的效果，客户满意度极高。南方电网
方面，公司已经完成宽带载波通信产品的送检和试点测试工作以及量产销售的前期准备工作。电能表市场方面，由于国内电
工仪器仪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导致子公司富根电气国内市场订单减少，收入下降。针对严峻市场
形势，公司积极开拓了其他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应用市场，在其他非电网市场推广窄带和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配合客
户进行样机和小批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工作。
近年来，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公司不断在海外寻找新的市场领域，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号召下，并依托于电力先进技术的深厚积累，公司抓住加纳、南非、哈萨克斯坦等国际电力市场的发展机遇，陆续开展多
个电力相关项目，在海外电力市场成功打出了“中国制造”的品牌。报告期内，公司各海外项目有序推进。2017年初，经过公
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计划投资加纳378MW燃气电厂（一期）项目，并接至加纳西部地区国家电网系统。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在加纳电力供应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地位，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电力产业链，实现向
发电端的业务延伸，从而与公司已有的配电端和用电端的业务形成更好的协同效用，提升在加纳电力市场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为未来获得更多订单，深化与当地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提升业绩打下坚实基础。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建设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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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1,777.63

225,219,028.47

-38.72%

224,086,16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056,187.69

27,985,118.53

-779.13%

34,976,51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410,280.13

28,999,033.60

-522.12%

37,316,196.53

58,896,445.40

23,699,022.93

148.52%

11,966,143.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10

-79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10

-79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8%

2.17%

-17.85%

2.82%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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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792,148.46

1,451,994,291.25

3.43%

1,434,353,69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1,712,412.90

1,313,311,147.30

-15.35%

1,268,025,1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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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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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43,211.13

61,309,124.93

41,516,272.66

-37,256,83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66,882.27

-6,161,185.34

-25,971,682.96

-164,890,20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57,345.85

-6,017,691.92

-25,818,615.43

-97,631,318.63

-10,514,009.32

35,491,273.06

25,858,859.88

8,060,3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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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6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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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毅
陈笑慧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8.74%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78,750,000

59,062,500

0.84%

2,3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82%

2,251,900

0

湖北省高新技
境内非国有
术产业投资有
法人
限公司

0.54%

1,479,400

0

#苏一帆

境内自然人

0.45%

1,239,247

0

刘天舒

境内自然人

0.44%

1,210,200

0

张雪来

境内自然人

0.33%

895,687

671,765

何科

境内自然人

0.29%

781,889

0

余文兵

境内自然人

0.28%

775,000

581,250

#汤静华

境内自然人

0.26%

711,5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50,400,000

冻结

5,717,4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不适用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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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801.18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8.72%；营业利润为-16,255.5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99.56%；利润总额-16,294.36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00.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005.6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779.13%。驱动业绩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报告期内美元汇率大幅下降，导致公司汇兑损失增加；海外主要运营项目因客户回
款较慢，公司在报告期内与ECG签订降损项目的《补充协议》，新的支付方式回款周期较长，本报告期一次性计提递延损失
导致公司利润大幅下降。BOT项目办理清算后，将账面应收款与实际结算款项的差异核销；东部省配网ECG以清点物资为由
未正常付款，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坏账；南非PPP项目由于E市政府多次更换公共建设部领导，拒绝付款，故此公司
对南非公司的工程项目全额计提资产损失。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 公司海外项目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目前在运行的主要海外项目情况如下：
（1）BOT项目
子公司CB公司（公司控股65%）与加纳国家电力公司（ECG）合作，在首都阿克拉部分地区为其更换预付费智能电表，
并在合同期内参与用电运营管理，同时收取用户电费时直接和加纳ECG公司分成。按照合同约定，BOT项目运营在2016年年
底结束，ECG公司已经于2016年4月启动BOT项目整体的工程结算及项目验收审计，在审计期间由于涉及对电表计量和监测
系统的测试，经双方协商决定自4月起暂停日常的电费结算付款，需要待ECG完成验收工作出具正式验收文件后再针对暂停
期内的业务款项进行统一确认支付。报告期内，在最终结算支付时，由于当地环境复杂，项目部分技术要求未达预期，ECG
扣款400万美元，合人民币2,600万元。此外，CB公司在2017年12月与加纳ECG公司签订了BOT后续的智能电表供应合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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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约为300万美金，此合同2018年开始执行，CB公司陆续向ECG供表。结算方式为ECG预付合同总价的20%，后按照每批
供表的发票，分四个月付清发票金额。
（2）降低线损与相关电网改造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BXC公司对ECG所管辖的阿克拉区域内的45万户旧电网进行工程设计改造，对原有用户（含工业、商业
和民用等用户）电表换装登记和智能化改造，构建该片区高效自动化的集抄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对供电线路进行优化。公司
负责项目区域电网的运营管理，向用户收取电费并对安装电表数据进行集抄记录，同时双方约定根据公司对电网改造回抄后
的区域电网实际用电量、约定结算电价、加纳ECG合约下供电成本等数据进行测算当期实现的降损收益，并与加纳ECG按公
司80%，ECG20%进行分成结算。报告期内，受加纳国内用电管理现状影响，ECG回款较慢等原因,2017年3月加纳BXC与ECG
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对降损项目已完工的三个台区进行清算。BXC将已完工的三个台区对应的全部资产（包括运
营管理权）移交给ECG，ECG分144期向公司支付总额8,593万美元。由于项目收款期较长，折现后该项目在合并层面实现亏
损1,169.2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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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矿
Akroma金矿是晓程加纳电力公司持有65%股权的金矿企业，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设备安装并做好最后调试，2018年初
取得加纳矿委会的采矿施工证、爆破及炸药证等相关证书，预计2018年2季度可以产矿。加纳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公司也
对该领域较为关注。后期还会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
报告期内，晓程加纳电力公司通过收购Akoase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公司的100%股权获取Akoase金矿项目的探矿权，
该探矿权评估价值为973.68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股权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
（7）378MW燃气电厂（一期）项目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链结构，同时为满足加纳市场的电力需求，公司拟在加纳境内开发建设装机总量为378MW的
燃气电厂，并接至加纳西部地区国家电网系统。本项目计划分两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拟建成一套132MW单循环发电机组；
待未来两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总建设容量为378MW的发电机组。该项目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报告期末，燃气电厂项目公司已成立并取得商委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目前公司已经
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天津蓝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GE Energy Products France SNC（简称“GE
公司”）、北京城乡林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合作合同。该项目目前正处于前期建设的准备阶段。
2. 国内市场及子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全面覆盖，以及电网公司对抄表成功率、实时响应速度和线损计算等要
求的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对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需求量不断降低，对更为先进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以及采集
产品有了新一轮的需求。国家电网公司出台了正式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标准，推动各厂商的产品和方案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但国家电网公司各网省公司在宽带载波通信技术的使用上也没有完全形成规模，从而导致该产品在报告期内并未形成大批量
的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完成了符合新标准的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的研发工作，预计于2018年上半年完成符合新标准的宽
带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的送检工作。国家电网市场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宽带产品国网计量中心检测报告，并成功入围
国网范围内的方案应用供应商名单，并在国网范围内多个省份都成功试点，取得良好的效果，客户满意度极高。南方电网方
面，公司已经完成宽带载波通信产品的送检和试点测试工作以及量产销售的前期准备工作。电能表市场方面，由于国内电工
仪器仪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导致子公司富根电气国内市场订单减少，收入下降。针对严峻市场形
势，公司积极开拓了其他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应用市场，在其他非电网市场推广窄带和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配合客户
进行样机和小批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工作。
3.技术研发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国家电网以及南方电网集中抄表市场推出的基于第一版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XC6300的产品方案
已经开发完成，在河北、山西、广州和佛山等地进行了试点运行，并参与了互联互通的测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
公司完成了满足国家电网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正式标准的新一代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的研发工作，预计于2018年上
半年完成芯片的测试验证并开展送检。公司研发团队针对非电网客户，开发了基于自有窄带/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的解
决方案，便于客户采用公司的窄带/宽带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进行系统和产品的二次开发。完成了针对海外市场的智能电网
管理系统和产品的升级和完善工作，包括性能更强大、功能更完善的智能电表、智能水表、采集器和软件系统，为国际市场
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4.法人治理及内部控制管理
公司调整了部分组织架构及人事任命，以快速响应及解决现场项目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公司产品的持续优化包括软件、
硬件、结构和生产工艺等，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负责公司产品的长期可靠性、可制造性、可维护性工作及现场技术工
程人员的培训工作；开启每周例会制，强化各部门工作汇报机制，及时掌握公司各方面讯息；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研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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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将效率较低和冗余的部门和人员进行了优化，提高了研发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增强了工作效
率。加强了人员和产品线的考核，以市场和技术创新为目标，对研发人员进行有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考核和管理。
5.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
报告期内，共披露公告48份，信息披露事务涉及定期报告、募集资金、公司法人治理、融资等方面，接听投资者电话若干，
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复投资者提问多次，并及时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防范异动风险。报告期
内未发生重大信息泄露事项，做到公司信息的公开、公正、透明，切实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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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集成电路模块

34,055,269.66

8,513,242.36

25.00%

25.81%

15.09%

-2.33%

电能表

46,824,698.26

24,312,940.14

51.92%

-11.12%

-5.63%

3.02%

太阳能发电

34,039,090.15

27,181,291.84

79.85%

15.12%

6.54%

-6.44%

其他电力设备

17,112,693.41

5,583,340.61

32.63%

-57.82%

-59.2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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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下降 779.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美元汇率大幅下降，导致公司汇兑损失增加；降
损项目报告期签订补充合同对已完工三个台区进行清算，新的支付方式由于时间较长，本期形成亏损；原中、西部省配网项
目本期 ECG 以重新清点为由，未正常付款，全额计提坏账；南非项目计提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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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42号》并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16号》，公司根据文件要求执行新的会计准
则，从而导致公司相应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1、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改为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计入其他收益的，在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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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与利润表中单独列报该项目。
3、取得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改为区分以下两种取得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1）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以实际收到的结款金额作
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款费用。
（2）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本集团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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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报告期内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晓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Akoase Resources Company Limited公司、北京锦程天际科技有限
公司、晓程加纳燃气电厂项目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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