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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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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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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宝鼎 股票代码 0025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宝鼎科技（公司股票简称自 2018 年 5 月 3 日起变更为“*ST宝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晓兵 朱琳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工业园区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工业园区 

电话 0571-8631 9217 0571-8631 9217 

电子信箱 zhaoxb@baoding-tech.com bdkj@baoding-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主营业务模式等未发生变化。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大型铸锻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自由锻件、模锻件及铸钢件等。公司产品按用途

分为船舶配套大型铸锻件、电力配套大型铸锻件、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锻件、海工平台配套大型铸锻件等，

主要应用于船舶、电力、工程机械和石化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大型铸锻件产品及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两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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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板块，其中，化工新材料销售收入占比较小，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大型铸锻件产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榆100%股权（含其下属四个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宝鼎集团，该股

权转让已于2018年10月31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上海复榆自2018年11月始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大型铸锻件业务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生产方式，通过宝鼎废金属、联舟机械两家子公司并按业

务流程和经营体系构建了以股份公司生产、销售为主，子公司专业化分工生产并同时提供一定的采购和销

售支持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大型铸锻件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锭、废钢。公司主要根据订单向原料供应商进行采购，凭借良

好的商业信誉，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供应渠道稳定。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方式：销售部门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将合同提交生产管理部，生产

管理部根据销售合同制定具体生产计划后进一步组织生产，部分产品的粗加工、热处理工序通过委外加工

完成。 

（3）销售模式 

     子公司宝鼎废金属将收购的全部废金属原料销售给子公司联舟机械用于其生产；联舟机械将其生产的

大部分铸件产品交由本公司销售，其余小部分由其自主销售；公司对外销售其生产的全部锻件产品及联舟

机械交由其销售的部分铸件产品。销售方式主要以销售人员直接面对客户的直销方式。 

（4）定价模式 

公司大型铸锻件业务采用“原材料成本+加工费”的方式定价，原材料成本由原材料单位价格和耗用量

相乘得到，加工费主要由人工费、动力费、制造费和产品毛利等构成。 

 3、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的特点、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及行业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大型成套装备铸锻件细分行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

入，我国已成为大型成套装备铸锻件生产大国，部分产品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但产品能级和产业自

主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一方面低端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船舶、电力、海工等行业

不可或缺的大型成套装备铸锻件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制约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重视

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公司大型成套装备铸锻件产品能级逐渐提高，综合实力逐步提升。作为船舶行业的

上游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公司依托技术、质量与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细分行业中确立了稳固的市场

地位。 

大型成套装备铸锻件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行业周期及业绩驱动一定程度上受国民经济发展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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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47,147.15 238,535,904.12 30.31% 180,200,39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90,673.58 -135,058,581.91 121.24% -166,843,30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26,472.07 -253,512,366.45 105.34% -168,889,70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27,034.57 62,149,094.76 -46.05% 93,185,7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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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45 120.00% -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45 120.00%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8% -21.03% 122.73% -23.4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79,249,191.38 891,450,779.17 -12.59% 1,153,004,96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6,493,754.32 592,966,335.74 2.28% 716,220,3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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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99,234.70 78,859,953.63 79,542,151.51 92,145,80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1,815.68 17,506,628.96 2,630,910.85 3,501,31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1,302.83 1,610,041.83 1,190,797.14 6,494,33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4,189.35 4,080,794.19 2,983,708.01 29,426,7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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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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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丽霞 境内自然人 32.17% 98,500,000 73,875,000   

钱玉英  境内自然人 14.30% 43,784,929 784,929   

朱宝松 境内自然人 11.31% 34,634,741 25,976,056   

宝鼎万企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5% 22,500,000    

杭州圆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5% 22,500,000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78% 5,447,409 5,447,409   

黄海彬 境内自然人 0.65% 1,980,000    

余泽琴 境内自然人 0.51% 1,547,700    

赵连未 境内自然人 0.40% 1,210,143    

池萍 境内自然人 0.38% 1,16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朱宝松、朱丽霞为父女，钱玉英系朱宝松的配偶、朱丽霞的母亲，朱

宝松、朱丽霞父女合计持有宝鼎集团 100%的股份，合计持有圆鼎投资 81.33%的股

份。除上述股东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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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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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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公司紧紧抓住

全球航运业复苏及我国造船企业新承接和手持船舶订单量增长的有利时机，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

与军民融合，努力拓展市场，主营业务持续回升。 

 2018年，受大型铸锻件产品订单增多及化工新材料行业好转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0,847,147.15

元，同比上升30.31%。其中大型铸锻件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97,980,231.3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05%；化

工新材料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2,866,915.77元(截止到2018年10月31日，之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比上年同期增长220.18%。 

     2018年是公司发展的关键年，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和可持续发展主题进行，主要

工作回顾如下： 

  1、船舶配套业务方面：抓住船舶市场持续回暖态势，加大对船厂和低速柴油机运动部件市场拓展力

度，精加工业务得到有效发展；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开拓海外客户，虽然直接出口比上年下降，但

外商独资、合资企业订单增加明显，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2.59%；军民融合产品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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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也有明显增加。船用产品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从上年的52.71%上升到55.23%。 

2、非船用产品方面：在维持原有的矿山机械、起重机械等业务外，利用公司精加工的优势，积极寻

求和开拓新市场，报告期内有效拓展了风电、水电、焊接及高档模具钢领域的新客户，有效提升经营规模

和增加赢利点。 

3、化工新材料方面：报告期内尤其是上半年，伴随国际油价攀升，化工新材料领域趋于活跃，订单

和销售比往年增加，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亏损额减小。募投项目复榆（张家港）生产基地于6月底按期建

成并投入试生产，目前仍处于环评和竣工验收阶段（该项资产和业务已于2018年10月31日出售给宝鼎集

团）。 

4、生产方面：全年完成的铸锻件产量比上年增长7.21%，提高合同按期交货率；提升产品合格率，降

低报废率；强化对外协厂的管控，保障产品质量；攻克大型深孔套料生产技术；自主完成水压机下横梁更

换和其它部件维修；建立了分厂二级核算制度，规范分厂成本核算体系。 

5、技术方面：完成铸、锻件产品工艺编制；控制材料成本，提升原材料钢锭利用率，减少料头和余

料库存；会同机械分厂攻克多项数控精加工技术，完成一批具有一定生产难度和代表性的精加工产品；板

焊车间顺利开发了不锈钢大方腔新产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成功开发出热作模具钢和中碳不锈钢两种模

具钢新材料锻件；完成4个省级工业新产品和2个科技新产品的的鉴定；新增13项专利授权，其中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6项。 

6、完成上海复榆原六位股东对公司的业绩承诺的补偿，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按期完成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注销募投资金专户；完成剥离上海复榆资产，减少亏损业务对公司整体业绩的

影响，保障了公司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7、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和换证，省技术中心复评，省名牌产品换证申报及省信用示范企业申

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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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配套大型铸锻件 171,676,835.65 43,478,834.24 25.33% 36.53% 35.68% -0.15% 

电力配套大型铸锻件 17,697,282.70 3,520,385.54 19.89% -5.58% -0.23% 1.06% 

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锻件 80,317,698.16 8,578,047.19 10.68% 21.49% -16.09% -4.78% 

海工平台大型铸锻件 11,907,396.89 1,640,320.62 13.78% 16.11% 4,554.18% 14.14% 

精细化工新材料 12,866,915.77 5,524,451.91 42.94% 222.18% 2,642.26% 37.90% 

其他产品 16,381,017.98 5,313,686.27 32.44% 19.64% 37.54% 4.22% 

合  计 310,847,147.15 68,055,725.77 21.89% 30.31% 36.5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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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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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增减比例 说  明 

1 营业收入 310,847,147.15

  

238,535,904.12 30.31% 销售订单的增长 

2 营业成本 242,791,421.38

  

188,711,136.58 28.66% 销量增加导致的原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的上升 

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总额 

28,690,673.58 -135,058,581.91 121.24% 1）主营业务利润增加；2）三项费用下降14.13%；3）投资

收益（上海复榆原股东业绩承诺剩余补偿款）；4）上年度

投资损失（计提的大额商誉减值）；5)出售上海复榆形成

的长期投资损失35,777.34万元在税前抵扣而减免的企业所

得税（该项长投损失可在五年内进行税前抵扣） 

4 无形资产 33,615,094.36 63,565,881.75 -47.12% 出售上海复榆导致的无形资产减少 

5 在建工程 71,293.81 92,868,761.24 -99.92% 出售上海复榆导致的在建工程减少 

6 总资产 779,249,191.38 891,450,779.17 -12.59% 出售上海复榆导致的总资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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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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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宝松） 

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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