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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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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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煌科技 股票代码 0022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旭升 郭志敏

办公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

道 74号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

道 74号

电话 0371-67371035 0371-67371035

电子信箱 duxusheng@hhkj.cn guozhimin@hhkj.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聚焦于轨道交通行业，专注于轨道交通测控技术的研发推广，是国内领先的轨道交

通运维设备供应商及运营维护集成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高端装备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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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安装和维护等，主要面向国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两个市场。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已覆盖轨道交通电务、工务、机务、供电、运营等专业

领域，主要分为监控产品线、运营管理产品线、信号基础设备产品线、综合运维信息化及运

维装备产品线四大系列。公司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其他配套产品及服务。

监控产品线涵盖设备监测、环境监视和综合监控等多个方向，针对铁路运营设备在运用

过程中的状态进行监测和管理，提高设备的运用质量，降低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和维护成本，

主要产品包括信号集中监测系统（CSM）、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综合视频监控系统、电加

热道岔融雪设备、动力及机房环境监控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ISCS）、环境与设

备监控系统（BAS）和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支持系统（MSS）等；运营管理产品线是为铁路

运营管理提供平台手段，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主要产品包括铁路运输指挥综合系统、无线

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系统（STP）、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和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等；信号基础设备产品线是向铁路基层站段提供保障列车运行安全的基础设备，主要

产品包括智能电源设备、铁路信号计算机联锁系统（CBI）、计轴设备和道岔转辙机等；综合

运维信息化及运维装备是为运维单位提供智能化运维装备及运维全流程涉及的人员、材料、

资产管理服务系统，主要产品包括接触网水冲洗车、城轨隧道维护车、电务生产指挥系统

（CSMIS）、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和城市轨道交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EA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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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528,708,205.03 546,892,512.85 -3.33% 514,609,10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732,998.08 -151,742,824.19 118.28% 85,070,1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73,032.98 -150,273,799.41 108.63% 81,784,76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501,550.31 59,718,910.31 -72.37% 136,569,20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4029 118.27% 0.2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4029 118.27% 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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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10.36% 12.34% 5.72%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2,049,000,147.58 2,248,890,482.18 -8.89% 2,234,977,80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8,232,545.92 1,387,768,462.35 2.92% 1,542,269,197.8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814,258.11 107,971,810.80 82,971,131.47 261,951,00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73,019.67 16,810,119.87 19,812,475.57 -11,962,61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9,673.44 13,708,599.31 16,380,104.04 -18,675,34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8,522,940.18 -19,385,174.53 12,242,743.77 72,166,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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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0,65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36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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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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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鹰 境外自然人 10.75% 40,492,300 35,619,225 质押 15,980,000

谢春生 境内自然人 5.89% 22,168,000 16,626,000

李力 境内自然人 3.82% 14,374,343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长城汇理战略并

购 9号私募基金

其他 3.65% 13,749,542

胡江平 境内自然人 2.63% 9,8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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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卫东 境内自然人 1.56% 5,894,354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19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1.51% 5,674,090

李劲松 境内自然人 1.45% 5,468,875

樊志宏 境内自然人 1.41% 5,305,995

李天翔 境内自然人 1.08% 4,0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天翔为李劲松之子，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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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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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5辉煌 01 112237 2018年 03月

04日 0.00 9.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公司已于 2018年 3月 5日前支付完毕"15辉煌 01"债券本金 214,000,000.00元、

利息 19,260,000.00元及手续费 11,663.00 元，且已摘牌。详见巨潮资讯网《2015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兑付兑息公告暨摘牌公告》（2018-012）。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债券信息评级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8.77% 37.19% -8.42%

EBITDA全部债务比 13.74% -9.95% 23.69%

利息保障倍数 3.36 -3.91 1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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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伴随着世界轨道交通行业的繁荣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与

运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18 年，公司所处的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投资基本保持稳定。

2018 年度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028 亿元，投产新线 4683 公里，其中高铁 4100

公里；至 2018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2.9 万公里；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期出台的年度建设计划，2019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规模，

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比 2018 年增加 45%；其中高铁 3200 公里，较 2018 年略有减少。

2018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2018〕52 号）发布，提高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申报条件，细化了城市轨道交通规

划的审批流程，强化了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管理工作。2018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重启暂停近

一年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审批，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潮再起。城市轨道交通作为支撑城

市正常运行的大动脉，近年来发展迅速。随着新型城镇化、城市群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

市轨道交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内地累计有 35 个城市建

成投运城轨交通线路 5,766.7 公里，2018 年新增运营线路长度 734.0 公里（已连续三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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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发展势头），新增 22 条运营线路，新开延伸段 14 段。根据发改委发布信息，2018 年 8

月至今已有苏州、重庆、上海、长春、武汉、杭州和济南等 7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

得批复，其中杭州和济南属于调整建设规划，7个城市涉及项目里程 1,154 公里左右、投资

额 9,000 亿元左右。在国办发（2018）52 号文的规范引导下，新一轮审批的启动，预示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将会在健康有序发展中继续前行。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轨道交通运营维护一体化解决方案及高端装备”的主营业务，通

过逐步扩大市场领域，培育新产品市场，优化管理体系，健全各业务板块目标管控，不断提

升研发创新能力等举措，推进“产业+资本”双轮驱动战略，打造高端制造系统平台，提升轨

道交通智能运维解决方案及综合服务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2018年度是公司实施新战略的关键落实之年，也是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下极富挑战之年，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公司战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持续加大市场推广与宣传，巩固市场地位，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与各业主、设计咨

询单位举办技术交流会议，推介公司产品，大力开拓省外城轨市场，长期深入耕耘；充分利

用外围资源，强化与国内领先企业、四电集成商、海外项目总包商的合作，推动合作共赢。

2、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领先优势，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加快新领域新专业方向的持续

研发和试点推广，争取新的业务增长点。

紧紧围绕“电务设备维护大监测生态平台”开展多个项目的研发工作，以 2018 版集中监

测、电务 8D 中心为基础分别完成现场信号归一化平台和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开发和试点部

署；完成了高铁地震监测预警系统的铁总科技部审查；积极开展与科研院所、高校的前沿技

术研发合作，推动周界入侵报警系统、落石监测系统在多个试点局段的推广验证，并逐步完

成局级鉴定工作，积极培育新业务市场。充分利用既有积累技术优势，研发新版自行式地铁

隧道清洗车项目。

3、深耕城轨市场，升级产品集成方案，高效高质量完成项目交付，稳步扩大城轨业务收

入占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城轨综合监控核心软件平台的研发和现场验证工作，结合

国密技术、智慧决策、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在城轨综合监控领域由跟随到引领的升级转变。

4、加强质量管理，优化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内部管理效率。完成 IRIS 体系的改版换证

工作，扩展 IRIS 质量管理体系在公司的覆盖范围，多维度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提升质量

意识；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推进绩效考核，强化团队建设，提升管理效率。

5、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经审慎考量当前的市场格

局和形势，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合理规划公司生产经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降低公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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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用及资金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对 2013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进行决策、审批和实施。

6、完善管控体系，整合优势资源，稳步推进资本驱动战略。

完善母公司与参控股公司的管控机制，合理细化管理，有效提高协同效率和风险把控能

力。合理统筹内部资源，加强母公司与参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协同发展，依托各自资源优势，

实现各参控股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统筹部署、战略协同和资源共享，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推进资本驱动战略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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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监测类产品 225,769,665.54 115,377,684.65 51.10% 16.07% 8.04% -3.80%

安防类产品 99,466,737.73 34,669,715.43 34.86% -8.06% -14.42% -2.59%

电源类设备 60,428,821.49 26,069,200.74 43.14% -25.78% -42.34% -12.39%

信号设备及器材 63,275,520.30 22,279,543.03 35.21% -0.33% -24.85%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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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70.8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33%，营业成本

27,844.1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73.3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18.28%，主要原因系①上年同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3,524.37 万元，致上

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5,174.28 万元；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025.68 万元，与上年同期变化较大。②本报告期内闲置资金理财收益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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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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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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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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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天津智信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已注销。

（4）对 2019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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