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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872            证券简称：飞新达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广东飞新达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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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司董事鲁道辉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已授权委托董事侯

立新代为出席并表决）外，公司其他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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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出具了天健审〔2017〕7-231号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侯立新 

电话:0769-83261000 

电子信箱:fxdcw@feixinda.com 

办公地址:东莞市寮步镇泉塘工业区和荔街 2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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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43,208,060.64 120,195,691.29 19.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089,772.50 74,350,836.02 6.37% 

营业收入 126,119,649.55 136,535,315.21 -7.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86,301.26 10,893,034.61 -164.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62,731.59 11,624,710.03 -16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2,549.68 -14,249,17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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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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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20.9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37 1.33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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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000 9.09% 5,100,000 8.8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 -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1,000,000 90.91% 52,770,000 91.1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350,000 77.27% 43,350,000 77.27% 

董事、监事、高管 - - - -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56,100,000 100.00% 57,870,000 100.00% 

股东总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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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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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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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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立新 
境内自

然人 
30,600,000 - 30,600,000 52.88% 30,600,000 - 0 

2 戴爱媛 
境内自

然人 
12,750,000 - 12,750,000 22.03% 12,750,000 - 0 

3 

东莞市

飞必达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650,000 - 7,650,000 13.22% 7,650,000 - 0 

4 

东莞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27,900 13,000 2,540,900 4.39% - 2,540,900 0 

5 刘阳 
境内自

然人 
- 800,000 800,000 1.38% 800,000 - 0 

6 张和春 
境内自

然人 
- 750,000 750,000 1.30% 750,000 - 0 

7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18,800 25,000 643,800 1.11% - 643,800 0 

8 

安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76,300 28,400 604,700 1.04% - 604,700 0 

9 黄冬兰 
境内自

然人 
591,600 -24,000 567,600 0.98% - 567,600 0 

10 叶拥 
境内自

然人 
175,100 - 175,100 0.30% - 175,100 0 

合计 55,489,700 1,592,400 57,082,100 98.63% 52,550,000 4,532,100 0 

侯立新 

52.88% 

广东飞新达智能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戴爱媛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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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1）经营业绩情况 

由于全球宏观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亦成为常态，消

费者的开支因实际收入的下降而削减，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端出现萎缩，

公司业务亦受此影响。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国内模切市场产品逐渐趋于饱和

状态，面对严峻的客观形势公司采取积极的企业管理转型措施，着力把传

统制造工厂转化成智能工厂，逐步从单纯消费电子生产设备商，向提供设

备、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和整体智能工厂改造解决方案转变，从生产

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同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智能贴装设备、智

能检测设备、自动锡球焊接设备等转型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新产品将

于 2017年上半年投入市场，预计 2017年下半年将取得良好的市场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119,649.55元，同比下降 7.63%；

利润总额-8,064,048.29元，同比下降 183.03%；净利润-6,986,301.26

元，同比下降 164.14%。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43,208,060.64元，净资产 79,089,772.5元。 

2)技术研发情况 

飞新达坚信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始终坚持高研发投入。报告期

内公司研发投入达 10,310,148.46元，同比 2015年增加 1,835,618.13

万元，占公司年总收入 8.17%。报告期内，智能贴装设备、智能检测设备、

自动锡球焊接设备、3D曲面玻璃热弯设备等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取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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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功。公司将继续以智能设备制造的发展提高为基础，不断研究开发市

场空间大、准入门槛高、技术含量高的高精尖自动化智能设备。 

3)内部管理情况 

公司通过对内部结构进行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完成了从原来重生产的

制造型重资产企业到现在重研发、重营销，采用先进供应链管理的科技型

轻资产企业的蜕变。有效降低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公司内部快速反

应能力，使公司管理在执行力、规范性、协作性上均得到有效提升。我们

有着良好的企业文化及经营理念，健全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标准化的作业

流程，健全的福利制度，极大地增强了本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2竞争优势分析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模切设备提供商，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服

务经验，在模切装备市场始终占据较强的竞争地位。凭借一只稳定、高效

的研发团队，并长期坚持高比例的研发投入，形成了持续、较强的研发创

新能力。目前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39项，实用新型专利 14项、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3项；2011年申请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3年、2016年均通

过高新企业技术复审。 

公司现已拥有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完善服务体系及世界范围的

营销网络，产品结合了美国、日本、瑞典、台湾等国外先进的平刀和圆刀

模切机制造设计原理和技术，整机均采用整机铸造，机器运行稳定，压力

平稳，精确度高；主要配件全部采用国内一流的零部件，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同时，又延长了机器的使用寿命，公司产品设计标准高、工艺先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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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能卓越，产品包括多个系列的模切机、贴合机和整套模切生产线，涵

盖大中小各种尺寸，并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智能电视、触摸屏、PC、

笔电、锂电、汽车、医疗器械等制造业领域。面对日新月异的 3C智能产

品，对未来智能手机的双摄像头发展趋势和 MEMS压力传感器广泛应用于

汽车和工业市场且消费电子市场对其需求量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公司研

发设计自动锡球焊接设备。自动锡球焊接设备使用的锡球高速精密焊接系

统，采用多轴直线智能工作平台，配备同步 CCD定位及监控系统，能有效

的保障焊接精度和良品率，使得国内电子加工企业成本大幅下降、技术升

级换代，国产促进国家电子信息产业的提升，有利于工业 4.0战略的推广。

随着柔性 OLED对 LCD的替代，5G、NFC、无线充电等新通讯技术的发明，

非金属材质迎来重大机遇。玻璃材质物美价廉、手感舒适，是金属材质绝

佳的替代材料。未来受益于 OLED显示屏的应用趋势，曲面盖板玻璃有望

实现快速渗透普及，公司研发设计 3D曲面玻璃热弯设备，有效解决 3D

曲面玻璃在制造过程中因难以控制温度与精度，使玻璃不同部位受热不均

导致不良等问题，提高 3D曲面玻璃产量，从而获得高速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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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没有发

生变化。 

4.2本年度内没有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2016

年度公司对外投资了两家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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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东莞市钠库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6/1/21 2,000,000.00 100.00% 

苏州飞新达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6/3/10 2,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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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飞新达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