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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6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表示无异议。 

（3）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5） 

公司负责人王健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虞辉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屈哲锋先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聚光科技 股票代码 3002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昆仑 王春伟 

电话 0571-85012176 0571-85012176 

传真 0571-85012008 0571-85012008 

电子信箱 fpi@fpi-inc.com fpi@fpi-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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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395,195,297.01 373,688,156.19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655,217.13 54,219,555.00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4,388,106.39 46,901,110.65 -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36,019.04 -69,475,077.97 45.5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85 -0.156 4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净资产收益率（%） 3.08% 3.29% -0.21%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46% 2.85%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02,340,156.37 2,275,264,764.15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798,183,441.68 1,778,388,582.61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0409 3.9964 1.1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4,764.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441,00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2,907.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75,922.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5.14  

合计 11,267,110.7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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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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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睿洋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1% 113,523,200 113,523,200 质押 64,660,000 

RICH GOAL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4.79% 65,796,800 65,796,800   

浙江普渡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3% 59,741,600 59,741,600 质押 41,500,000 

ISLAND 

HONOUR 

LIMITED 
境外法人 4.31% 19,188,800 19,188,800 质押 19,000,000 

杭州凯洲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6% 16,289,600 16,289,600   

杭州赛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5% 14,900,125 3,629,776   

WELL 

ADVANTAGE 
LIMITED 

境外法人 2.67% 11,870,800 11,870,800   

杭州凯健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9,758,400 9,758,400   

天津和光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9,558,800 9,558,800   

VISION WISE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97% 8,761,200 8,76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睿洋科技和普渡科技保持一致行动，拥有公司的共同控制权，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3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公司

加强推进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模式，加大重点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渠道的投入，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控制各类费用的增长，保

持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2013年上半年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实现销售收入395,195,297.01元，比2012年同期增长5.76%；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655,217.13元， 比2012年同期增长2.65%。 

 

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账款 5,728.19 3,749.42 52.78% 主要系预付材料采购款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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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4,907.80 3,080.68 59.31% 主要系年初备用金、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1,059.70 8,137.39 35.91% 主要系物联网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0.11 116.26 -39.70% 主要系本期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573.13 2,000.03 -71.34% 主要系公司归还了大部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预收账款 12,521.33 8,708.58 43.78% 主要系项目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68.38 2,061.87 -38.48% 主要系本期发放了上年年终奖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980.31 16,047.36 -31.58%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北京吉天股权转让款所致。 

长期借款 5,246.62 2,273.77 130.75%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基建项目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507.15 -843.01 39.84%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4.54 31.61 72.51% 主要系本期公益事业投入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83.60 -6,947.51 45.54% 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良好及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03.89 -5,717.59 -41.74% 主要系支付北京吉天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32.76 -4,813.81 57.77% 主要系去年同期偿还了较多银行贷款所致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仪器仪表业 393,917,347.46 191,337,873.43 51.43% 5.46% 8.25% -1.25% 

分产品 

环境监测系统及

运维服务 
174,621,489.25 81,895,103.81 53.1% 27.83% 35.35% -2.61% 

工业过程分析系

统 
141,071,880.13 72,883,597.12 48.34% -3.22% 0.82% -2.07% 

安全监测系统 12,093,236.98 5,441,924.15 55% -36.24% -34.65% -1.09% 

实验室分析仪器 51,935,888.35 18,115,697.82 65.12% 2.56% 3.23% -0.23% 

其  他 14,194,852.75 13,001,550.53 8.41% -34.15% -28.13%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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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 

国内销售 376,747,700.10 183,115,935.64 51.4% 2.14% 4.19% -0.96% 

国外销售 17,169,647.36 8,221,937.79 52.11% 267.39% 715.53%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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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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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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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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