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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30          证券简称：联君科技          主办券商：网信证券 

 

深圳市联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

的年度报告全文。 

1.2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

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庆 

电话:李庆 

电子信箱:link@linkkj.com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号 TCL科学园区研发楼 D1栋 8层 A单元

801-2号房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45,166,023.26 38,224,317.71 18.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51,107.30 34,849,884.64 5.46% 

营业收入 22,677,068.10 20,910,624.65 8.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1,222.66 7,004,301.81 -30.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0,460.77 6,763,613.43 -4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6,364.32 884,314.5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3.23% 2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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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9.50% 19.5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9 -3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47 1.39 5.76%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6,791,88

2 
27.1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 - 

3,787,04

3 
15.15% 

董事、监事、高管 - - 
4,624,34

9 
18.50%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5,000,000 100.00% 
18,208,1

18 
72.8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5,148,175 - 

11,361,1

32 
75.00% 

      董事、监事、高管 3,349,225 - 
2,635,17

1 
78.68%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25,000,000 - 
25,000,0

00 
- 

股东总数 3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除外）。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

份数 

质押

或冻

结的

股份

数 

1 
姚国

明 

境内 

自然
15,148,175 - 15,148,175 60.59% 11,361,132 3,787,0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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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 

深圳

联君

企业

管理

咨询

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502,600 - 6,502,600 26.01% 4,335,067 2,167,533 0 

3 
张瑞

辉 

境内 

自然

人 

3,349,225 - 3,349,225 13.40% 2,511,919 837,306 0 

合计 25,000,000 0 25,000,000 100.00% 18,208,118 6,791,882 0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

人、境外自然人等。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 “以客户价值为导向”，自主创新，围绕光、机、电、控

领域研究开发，通过前瞻性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努力，形成了以技术为依托，以服务为

宗旨的运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7.07万元，同比增长8.45%，净利润490.12 万

元，同比下降28.1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516.60万元，同比增长18.16%，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675.11 万元，同比增长5.46%。 

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烟草行业增长速度回落、投资放缓的影响，公司

克服外部市场环境的困难，不懈追求产品革新，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将现有产品的推陈出新作为主要经营任务，同时，对现有客户的需求进行深入挖

掘，通过技术创新推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巩固可持续竞争力。报告期

内，公司及子公司共获得 4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 

在接下来的一个年度中，公司将着眼于机器人、现代物流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

应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并进行产业化探索。同时，公司也将对现有成熟技术及产

品进行二次开发后应用于手机、汽车制造、能源等多个行业的高端自动化控制系统业

务，为下一步拓展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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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竞争优势分析 

1、技术优势 

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公司所处行业为技术

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决定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自创立以来，

均保持在研发上的高投入以支撑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使公司保持持续的竞争能力。

公司拥有 15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持有实用新型专利 21项，发明专利一项，另有 1

项发明专利申请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各项专利均已实现产品化，并投入市场应用。 

2、人才优势 

公司以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优良的发展前景，汇聚了众多英才到公司发展。组建了

19人的技术团队，技术工程人员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57.58%，涵盖了电子、软件、

电气自动化控制、机械等专业，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研发技术团队以其坚实的理论

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严谨的科学作风，使公司具备了强大的科研攻关能力。公司

多位骨干人员从事烟草行业多年，有着丰富的开发、生产、销售经验。 

3、经验优势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工业自动控制领域的企业，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较

丰富的经验，能针对用户的要求，提供从设计、集成、调试等一条龙的产品和技术支

持服务。公司在烟草行业这一细分应用领域深耕多年，针对行业高质量标准要求，在

产品品质和服务上狠下功夫，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经验和应用案例。 

4、组织架构及决策优势 

公司组织结构精炼，为扁平型组织，管理层次简便快捷，领导层精干灵活，因事

设岗，一人多岗，为协调相关职能提供了前提条件，有利于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以及

上下层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有利于对创新创意迅速做出决策。公司把创新看作企业

生存的生命线，依赖于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注重专业技术知识的培养和专业技术人员

的发掘。 

5、质量优势 

公司一向重视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和管理，建立了科学严格的品质保障体系，拥有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核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标准

GB/T19001—2008/ISO9001:2008，认证范围为：烟草卷接包电气控制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服务。自公司创办以来，未发生过因产品质量而引起的客户投诉或退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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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公司结合市场情况、前期的经历和积累的行业经验，公司制定了 2017年经营计

划，对公司整体发展进行更深入和精准的把握，在工业自动化发展方向上进行深度探

索，通过技术创新巩固可持续竞争力。 

公司经过多年的市场耕耘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客户认可度，积累了深厚的产品技术

基础，公司将通过开发新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提升产品性能和服务效率为客户

持续创造价值，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 

上述内容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

质性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上、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追溯重述的情况。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深圳市联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