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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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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刘群 工作原因 孙峰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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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264.78 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357.36万元，2018年度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22.14 万元。 

由于本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盈利水平有赖于不断对生产工艺线

的改造、升级和不断加大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对于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公司拟定：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的利润主要用于新品开发及市场

开拓，保障公司持续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林海股份 6000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鹏鹏 王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电话 0523-86552680 0523-86568091 

电子信箱 417436248@qq.com LH.TZ@PUBLIC.TZ.JS.CN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特种车辆、摩托车、农业机械、消防机械等及以上产品配件的制造和销售。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客户订单将生产计划下

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同时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备货，以便有效利用产能，保证销售旺季

订单的按时完成。在国内市场，公司产品以直销模式为主；在出口市场，公司采用代理商模式。   

3、公司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行业主要集中在：特种车辆行业、摩托车行业、农业机械及消防机械行业。2018年，特

种车辆行业处于稳中上升态势；摩托车行业在 2017 年短暂企稳后 2018 年继续呈下滑趋势；农业

机械行业整体处于调整期，但细分领域差距明显，冷热不均；消防机械行业产品市场需求属于上

升期。2019年，特种车辆行业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摩托车行业在禁摩、油

转电、“国Ⅳ”排放标准实施等大政策趋势下，国内摩托车市场远未结束调整周期；农业机械行业

在农田作业机械化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消防机械行业发展前景

较好，但竞争较为激烈。 

特种车辆行业：我国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重庆地区，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

的特征，大多用于出口。近年来伴随着国际经济的缓慢复苏，我国特种车辆行业出口呈现出平稳

回升的发展态势，2018 年出口金额约 5.4 亿美元，同比上升 9.19%；目前全球特种车辆的市场容

量约为 140 至 160 万辆。美国、欧盟国家和俄罗斯是全球三大特种车辆市场，其中美国占全球市

场的一半以上。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特种车辆生产大国，产量约占世界特种车辆总量的 40%左右，

约 90%的产量销往海外市场。 

摩托车行业：我国亦是全球摩托车产销大国，摩托车保有量也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保有总

量的三分之一。2018年，摩托车产销完成1557.75万辆和1557.05万辆，比上年下降9.15%和9.13%，



国内市场销售 826万辆，比上年下降 10.8%；出口摩托车整车 731 万辆，同比下降 2.7%。未来几

年，中国摩托车行业仍将面临着政策限制和市场调整的双重压力。而从市场格局上看，摩托车行

业两极分化趋势比较明显，产量继续向知名品牌集中，且逐步向质量型、差异化、电动化的产品

转型。 

农业机械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主要水稻种植基地，拥有水稻种植面积 4.5 亿亩。近年来随

着农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以及用工成本的攀升，水田作业机械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手扶式插秧机

近年来经历了农户逐步接受，到产销量的井喷，到市场进入饱和稳定期。2018 年度全国插秧机销

售约 7.3万台，销售额约 28亿元，使用国家农机补贴资金约 9亿元。其中手扶式插秧机 5.4万台，

手扶式插秧机年需求量将长期稳定在 4到 5万台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

农业集中化管理模式的逐步推行以及产品升级换代的大趋势，高速插秧机将迎来发展良机。 

消防机械行业：我国消防机械行业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近年来国家加大

环境保护力度，森林采伐机械产销量逐年下降，森林防火机械需求上升幅度较大，高扬程森林消

防泵全年市场规模约 6000 台，各种风力灭火机市场需求约 5万台，总经济规模 10 亿元；随着我

国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改善宜居环境也提高到了国家层面，高

扬程水泵、可移动多功能消防车辆是今后城市消防的发展方向。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90,888,000.03 555,846,306.13 6.30 590,740,743.71 

营业收入 526,091,429.85 452,273,770.86 16.32 462,600,4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47,795.91 1,926,997.50 37.41 1,934,02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95,010.79 -270,878.21 不适用 3,105,45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3,246,942.02 470,601,946.11 0.56 474,280,18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680.26 -14,547,929.60  不适用 -7,154,693.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21 0.0088 37.50 0.00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21 0.0088 37.50 0.0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6 0.4079 增加0.1521个百分点 0.4085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6,668,054.98 133,916,783.03 108,752,637.13 156,753,95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52.78 185,146.54 -10,977.72 2,440,37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612.37 29,568.96 -22,578.85 1,746,40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62,728.42 -10,836,910.18 1,335,900.12 26,044,058.2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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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3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5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 
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福马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0 92,256,920 42.10 0 无 0 国家 

周宇光   10,676,200 4.87 0 无 0 未知 

王玉   6,172,000 2.82 0 无 0 未知 

王星雨   2,716,114 1.24 0 无 0 未知 

马文萍   1,810,900 0.83 0 无 0 未知 

沈达达   1,446,400 0.66 0 无 0 未知 

张树辉   1,421,600 0.65 0 无 0 未知 

许福林   1,327,100 0.61 0 无 0 未知 

杨春艳   1,200,000 0.55 0 无 0 未知 

高玲玲   1,194,802 0.55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609.14万元，同比增长 16.32%；实现利润总额 396.38万元，

同比增长 1.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4.78万元，同比增长 37.41%；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7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9088.80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6.30%；负债总额 11764.1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19.91%，比上年上升 4.57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47324.69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0.56%。 

2018年，面对异常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实干、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的企业方针，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计划。 

一是坚持国内外市场并重，强化市场调研和营销活动。特种车辆板块坚持优势资源向重点市

场、重点客户倾斜，巩固、稳定好老市场，积极开拓新市场；摩托车板块利用北京国际摩托车展

示会、重庆摩展、三水摩托车大赛等对林海摩托进行宣传，利用牛摩网、自由机械、摩托迷及微

信等网络平台进行营销推广，召开多次摩托车订货会、开展试乘试驾用户点检活动，附加值较高

的产品销售同比上升；农业机械板块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参加武汉农机展，做好市场巡回服务，

加强薄弱地区的市场开发，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国内市场销量总体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林海插秧

机销售逆势上扬，同比增幅明显；消防机械板块着力于森林消防细分市场的开拓，寓销售于服务

之中，在全国进行市场巡回服务，扩大了林海品牌在森林消防市场的知名度。 

二是产品技术创新取得新进展。特种车辆板块，T-BOSS 系列、410 系列、500 系列改进款等

产品实现小批量生试；完成现有产品系列改进提升，电动 ATV 样车得到客户认可；LH191MR 完成

二轮样机试制。摩托车板块，完成五款车型的国四电喷化改造和升级提档，完成了韩国新款电喷

U扬、美标 EPA50V舞、阿尔及利亚 LED新款雅格、 LH110T-17新雅格的开发，并批量生产出货；

LH175T质量、技术提档稳步推进，实现了批量销售。农业机械板块，高速插秧机完成样机开发，

农用车项目实现水田车批量交货。消防机械板块，四冲程智能起动消防泵、四级消防泵、封闭式



隔膜泵等完成开发并批量生产；新型风力灭火机完成模具化样机装配。 

三是内部管理不断提升。组织各部门制订“质量年”专项工作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取得较

好成效；公司完善采购审批流程，推进量化指标考核，加强企业资产监督和管理，节约资金，防

范风险。进一步完善安全责任体系，通过“二级安全标准化”复审检查，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体系的年度复审，2018年全年，公司未发生各类安全生产及环保事故。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五）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六）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

说明。 

√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江苏福马高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