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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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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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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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新华

何成坤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 45 层 04-05 单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 45 层 04-05 单元

电话

020-38289069

020-38289069

电子信箱

lxgfdmb@163.com

lxgfdm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是以锂产业链发展为核心，并延伸至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涉及锂
产业链和智能电子书包产业链两个大的方面。
公司锂产业链已布局在锂矿采选、锂盐及深加工、锂电池设备、锂电池系统四个板块，从上游资源到下游应用已形成较
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公司将继续围绕锂产业链拓展其他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对现有锂产业链进行了调整，转让了锂电池系
统公司30%股权。另外，为延伸电子书包产业链，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购买了融捷光电50%的股权。
（一）锂产业链
锂产业链的最上游是锂矿资源的采选，中游是锂盐及深加工，下游应用端分化为锂电池行业、润滑剂、锂金属及合金、
其他有机合成等行业。其中锂电池行业又沿着锂电池材料、锂电池及电池控制系统的路径发展，终端应用为消费类电子产品、
移动电动工具、新能源汽车、储能设施等。公司从2009年9月开始进入锂行业，2015年完成产业链四个环节的布局，主要是
沿着资源端和锂电池的应用路线布局。虽然在报告期内转让了锂电池控制系统，但目前在国内仍是既涉及资源端，又涉及应
用的布局环节较多的企业。未来，公司仍将依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和公司在锂产业链的完整布局，充分共享技术传承和协同
效应，不断延伸和完善产业链。
1、锂矿采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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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公司收购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51%股权，进入锂矿采选行业。融达锂业经营范围为：开采、选取锂辉
石矿；加工和销售锂精矿、钽铌精矿及锂的深加工产品。2013年1月，公司收购融达锂业剩余49%股权，融达锂业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融达锂业具体从事康定县呷基卡锂辉石矿采选业务，持有康定甲基卡锂辉石矿134号脉采矿权证，储量为2899.5万吨，
证载开采规模为105万吨/年。融达锂业经过爆破—采剥—二次破碎后运到选矿厂的采矿流程，采用磨矿—浮选联合工艺流程
为主线的选矿新工艺生产出锂精矿，该工艺技术为成熟技术，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锂精矿主要销售给下游锂盐厂，用于锂
盐及深加工产品；锂盐产品的下游客户主要是锂电池材料厂和润滑剂相关生产厂家。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矿山未进行任何勘探活动，也未进行任何采选生产作业，主要是根据甘孜州州政府集中协调、统一
部署的指导思路，围绕早日进场复产的工作目标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外部协调及内部准备工作，包括配合政府工作组开展宣传
动员工作，组织完成尾矿库改造方案设计、评审及其安全预评价，组织开展采矿队伍及尾矿库改造施工队伍考察及比选，选
厂设备检修及调试，相关岗位人员招聘等。
报告期内，当地政府因故未能完成涉矿企业进场复工复产的目标，融达锂业也未能顺利复产。目前当地政府还在在四川
省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进“中国锂都”的建设，包括涉矿企业复产协调工作等，但具体各项工作完成尚需要时间，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锂资源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公司锂矿采选的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锂矿采选业务经营情况、锂矿采选相关的会计
政策、矿产勘探情况及资源储量情况、公司锂矿采选业务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公司锂资源业务成所面临的风险等详情请查
阅2016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锂盐及深加工业务位于锂产业链中游，部分受锂矿采选业务的影响。锂盐及深加工业务原设计产能为2.2万吨锂盐，对
应消耗上游锂精矿约16万吨；但因公司上游锂矿采选一直未能复产的原因，直接导致与之配套的锂盐项目一直未有实质性进
展。报告期内，矿山因故未能复产，锂盐项目尚不具备建设条件。
3、锂电设备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为新能源锂电设备生产装备业务平台。东莞德瑞成立于2011年1月28日，经过五年多的发展，
目前已成为一家集新能源设备研发、生产及提供解决方案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消费锂电池生产线和动力锂电
池生产线上偏后端和装配段的非标定制设备，如全自动化成机、注液机、卷绕机、包装机、抽气机、干燥机、自动上下夹具
机、分组机等。
东莞德瑞是国内锂电池生产设备细分行业龙头，其成立以来成长迅速，其设计的自动化设备的自动化程度、速度、柔性
度等方面都处于国内一流。在全自动化成系统方面，东莞德瑞已经开发了两代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
且其具备锂电池工厂规划、工艺规划、整线规划设计的能力，在国内锂电池设备行业中非常少有。
4、锂电池系统业务
2015年9月，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芜湖天量，开始研发锂离子电池控制系统以及锂离子电池组等，并计划投资9.5亿
元人民币建设年产40亿Wh锂离子电池箱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
报告期内，芜湖天量锂电池系统业务一期项目基本筹建完毕，部分投产并开始交货，二期项目已开始进行前期工作；由
于锂电池补贴等行业政策标准在报告期内迟至年底才确定，锂电池产业市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面临产业调整的风险。基于
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为集中资源优势发展其他更有潜力的业务板块，公司转让了芜湖天量30%的股权，芜湖天
量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智能电子书包
智能电子书包属于国家数字化教育的一部分，通过教育系统面对广大的中小学校推广，终端使用者是全国在校的中小学
生。智能电子书包目前还处于推广应用阶段，行业周期属于初步成长期。
2015年4月，公司投资设立融捷方舟，作为公司智能电子书包业务平台，开始涉足智慧科技领域。报告期内，融捷方舟
电子书包筹建任务因上游供应不足以及产业规划的因素，公司调慢了建设进度，主要是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技术
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研制出10.7吋第一代、第二代彩色柔性TFT基板的电子墨水显示的电子书包样品，获得了有关教育
部门的好评；另外，公司还致力于技术上的提升，包括驱动系统的改善、抗静电性能的提升、色彩饱和度的提升、电子笔反
应速度的提升等，为电子书包整体产品性能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以及大批量供货时产品的稳定性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报告
期内，公司还与上游供应商共同解决了柔性TFT基板与彩色电子墨水显示屏的贴合及显示技术，并于报告期末恢复供货。
为延伸电子书包产业链，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购买了融捷光电50%的股权，融捷光电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融捷光电主要从事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书包、智能卡、电子阅读器、低功耗
可穿戴设备、智能电子标签上。融捷光电已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了“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项目”建设。
在电子书包业务领域，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已经完成了电子书包产业链的布局，公司主要是从事基础材料的生产及
集成、电子书包硬件集成和系统集成业务。
（三）投资贸易业务
公司积极利用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平台优势及协同作用，视情况开展投融资、贸易等业务，为改善基本面、提升公司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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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效益做好准备。报告期内，公司照明投资业务正常开展工作，经过前期接触和调研分析，相关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取得
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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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2016 年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47,764,114.01

232,451,228.88

232,451,228.88

6.59%

475,668,899.32

475,668,89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5,445.58

8,902,857.68

5,829,244.23

-8.99%

-82,461,627.44

-82,461,62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6,287.01

6,661,940.75

3,588,327.30

-178.48%

-91,979,963.45

-91,979,96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309.70

56,071,064.38

56,071,064.38

-100.51%

6,060,396.21

6,060,39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6

0.024

-16.67%

-0.58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6

0.024

-16.67%

-0.58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1.64%

1.08%

减少 0.35 个
百分点

-25.53%

-25.53%

营业收入

调整前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2016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4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913,005,473.82

954,745,986.83

957,258,992.58

-4.62%

899,781,824.98

899,781,82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3,938,968.55

731,921,445.30

728,847,831.85

0.70%

281,584,414.13

281,584,414.1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对控股子公司融达锂业的委托加工物资变更为购进存货补结转存货成本。经公司自查认为，对
融达锂业增加存货并补充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能够更加准确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发现的上述会计差错，进行了调整。
二、具体会计处理
1、追溯调整融达锂业 2015 年度存货增加并补充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3,616,015.82 元、存货增加
1,970,603.38 元、应付账款增加 5,586,619.20 元。
2、追溯调整融达锂业 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542,402.37 元、所得税费用减少
542,402.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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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46,490.08

49,272,320.55

69,254,427.63

91,290,87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268.59

400,476.95

-88,433.32

4,273,13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4,941.18

-1,028,204.53

-1,835,027.78

-677,995.88

-2,602,902.18

1,717,150.28

-20,588,203.43

21,185,6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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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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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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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2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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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柯荣卿

国有法人

黄培荣

境内自然人

宁德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郑国华

张长虹

关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持股数量

23.65%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比例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61,259,842

6.04%

15,685,250

0

3.23%

8,381,700

0

1.89%

4,907,400

0

1.73%

4,490,943

0

1.56%

4,050,000

4,050,000

1.07%

2,781,148

0

1.07%

境内自然人

61,409,992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2,775,117

2,775,117

0.87%

2,250,000

0

0.77%

2,007,192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7,100,00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4,050,00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488,115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柯荣卿与黄培荣、郑国华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
在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长虹存在关联关系，
属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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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以“完善布局，稳健发展；务实经营，创造佳绩”的经营方针为指导，大力推动现有业务发展和建设，
努力改善公司基本面，为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夯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于1月22日披露了2015年度报告，并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经深交所审核，公司股票于2016年2月5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恢复正常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行业发展的良好势头，按照年初制定的目标和计划，积极推进锂矿复产及相关准备工作，积极
拓展锂电池自动化装备业务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致力于锂电池系统业务一期项目建设等。报告期内，融达锂业矿山复产工
作因故没有顺利完成，芜湖天量锂电池系统业务一期项目筹建完毕开始投产；融捷方舟电子书包筹建任务因上游供应不足以
及产业规划的因素，公司调慢了项目建设进度，主要是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技术的提升。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对产业链内业务板块做了调整：为延伸电子书包产业链，保障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购买了融捷光电50%的股权，融捷光电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另外，由于锂电池补贴等行业政策标
准迟至报告期末才确定，锂电池产业市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面临产业调整的风险，为集中资源优势发展其他更有潜力的业
务板块，公司转让了控股子公司芜湖天量30%的股权，芜湖天量变更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7,764,114.01元，同比增加6.59%；利润总额14,097,806.71元，同比减少10.68%；净利润
15,549,152.44元，同比减少20.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05,445.58元，同比减少8.99%。同时，报告期末公司资
产总额913,005,473.82元，比上年末减少4.62%；负债总额122,374,620.57元，比上年末减少37.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733,938,968.55元，比上年末增加0.70%。
（二）分行业经营情况回顾
1、锂业业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6年修订）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产相关业务》的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从事
固体锂辉石矿采选业务，该业务可能对公司业绩或股票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需按照该指引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详细信息
内容见“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锂产业链”之“1、锂矿采选业务”。
（1）锂矿采选业务
报告期内，根据甘孜州州政府集中协调、统一部署的指导思路，融达锂业主要围绕复产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外部协调及内
部准备工作，包括配合政府工作组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完成尾矿库改造方案设计、评审及其安全预评价，组织开展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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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及尾矿库改造施工队伍考察及比选，选厂设备检修及调试，相关岗位人员招聘等。
随着甘孜州打造“中国锂都”被提上日程，甘孜州及康定市两级政府成立了打造“中国锂都”领导小组，并抽调州市两
级相关部门骨干人员组成宣传动员工作组进村入户，对涉矿群众进行锂辉石矿勘查开发的宣传动员工作，涉矿群众对甲基卡
矿区复工复产的态度较为缓和，“中国锂都”规划设计工作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当地政府因故未能完成涉矿企业进场复工复产的目标，融达锂业也未能顺利复产。目前当地政府还在在四川
省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推进“中国锂都”的建设，包括涉矿企业复产协调工作等，但具体各项工作完成尚需要时间，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融达锂业采选业务尚未复产，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为44.58万元，净利润为-1,325.33万元。
（2）锂盐及深加工业务
报告期内，因上游锂矿采选未能复产的原因，直接导致与之配套的锂盐及深加工项目未有实质性进展。
（3）锂电池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不断开发新客户，新增订单额同比稳定增长，超额完成目标。报告
期内，东莞德瑞持续投入研发，为保障生产品质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报告期内，东莞德瑞实现营业收入18,687.83万元，实现净利润3,343.49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3,248.31
万元；东莞德瑞65%股权对应的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的净利润为2,111.40万元，完成了2016年度业绩承诺的
134.23%。
（4）锂电池控制系统
报告期内，芜湖天量一期项目已筹建完毕，生产线已投产并开始交货；二期项目已开始进行前期工作。
由于锂电池补贴等行业政策标准迟至报告期末才确定，锂电池产业市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面临产业调整的风险。基于
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为集中资源优势发展其他更有潜力的业务板块，公司转让了控股子公司芜湖天量30%的股
权，芜湖天量成为公司持股10%的参股公司。
报告期内，芜湖天量实现营业收入5,445.22万元，实现净利润-156.44万元。
2、智能电子书包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融捷方舟电子书包筹建任务因上游供应不足以及产业规划的因素，公司调慢了建设进度，主要是集中精力进
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技术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研制出10.7吋第一代、第二代彩色柔性TFT基板的电子墨水显示的电子书
包样品，获得了有关教育部门的好评；另外，公司还致力于技术上的提升，包括驱动系统的改善、抗静电性能的提升、色彩
饱和度的提升、电子笔反应速度的提升等，为电子书包整体产品性能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以及大批量供货时产品的稳定性提
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为延伸电子书包产业链，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购买了融捷光电50%的股权，融捷光电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融捷光电主要从事柔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书包、智能卡、电子阅读器、低功耗
可穿戴设备、智能电子标签上。融捷光电已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80亩的土地启动了项目建设，拟投资20亿元建设“柔
性电子显示屏及模组项目”。
在电子书包业务领域，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已经完成了电子书包产业链的布局，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子书包基础材料
的生产及集成、整机集成和系统集成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控股股东融捷投资的大力支持下，基本解决了柔性TFT基板与
彩色电子墨水屏的贴合及显示技术问题，报告期末已恢复供货，实现营业收入125.21万元。
3、投资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照明投资业务正常开展工作，经过前期接触和调研分析，相关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取得一定成果。报告
期内，照明投资业务营业收入457.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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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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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25,166.68

26,157,815.77

22.98%

-47.24%

-47.89%

1.04%

消费类电池设备销售

146,387,324.24

86,963,400.29

40.59%

135.78%

181.28%

-9.61%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
统销售

54,265,422.19

47,347,907.90

12.75%

100.00%

100.00%

-9.19%

产品名称
动力电池设备销售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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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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764,114.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9%，主要是锂电池设备业务增长实现本年营业收长
增长；营业成本168,403,803.4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8.46%，主要是锂电池设备制造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造成成本有所增长；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05,445.5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99%，主要是锂电池设备研发投入增加与营业成本增长，
及子公司融达锂业尚未复工复产本年较上年无主营业务相关业绩贡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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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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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融捷股份2016年度财务报表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锂业”）的委托加工物资变更为购进
存货补结转存货成本。经公司自查认为，对融达锂业增加存货并补充结转主营业务成本能够更加准确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发现的上述会计差错，
进行了调整。
二、前期差错更正审批程序
经公司2017年4月2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三、具体会计处理
1、追溯调整融达锂业2015年度存货增加并补充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成本增加3,616,015.82元、存货增加
1,970,603.38元、应付账款增加5,586,619.20元。
2、追溯调整融达锂业2015年度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542,402.37元、所得税费用减少
542,402.37元。
四、上述会计差错调整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上述事项追溯调整了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追溯调整对公司2015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产生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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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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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所持子公司湖南路翔 51%股权转让完成，湖南路翔已不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2016 年 4 月起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
（2）2016 年 8 月，公司子公司武汉路翔依法完成注销工作，2016 年 9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6 年 8 月，公司孙公司呷基卡锂电依法完成注销工作，2016 年 9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2016 年 9 月，公司购买融捷光电 50%股权，2016 年 12 月融捷光电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6 年 12 月起纳入合并范
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向融捷投资购买融捷光电 50%股权，融捷光电与公司同属融捷投资控制，该次购买股权实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视同合并后自融捷投资开始控制时点起（即为融捷光电成立时起）一直存在，该公司本年损益均纳入
合并利润表。
（5）2016 年 12 月，公司转让芜湖天量 30%股权，2017 年 1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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