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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1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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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宇股份 股票代码 00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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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鸿 高晓宁 

办公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

宇路 3 号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

宇路 3 号 

电话 0535-2232378 0535-2232378 

电子信箱 lzhhongyu@126.com sdhy_cwgxn@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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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主要从事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中、大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系列产品。 

简单的液压提升器 力位综合控制的提升器 力位单独控制的提升器 力位浮动强降功能提升

器 

  

 

 

 

（二）行业发展变化、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公司行业地位： 

行业发展变化：随着中大马力拖拉机成为拖拉机市场上的主要机型，中大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逐步成为推动拖拉机

液压提升器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市场竞争格局：我国拖拉机液压提升器制造企业数量较多，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行业中规模大、设备先进，有能

力生产制造中大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的企业少，而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小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制造企业数量众多。企

业规模、产品质量和配套能力、技术实力、成本和服务优势已经成为拖拉机液压提升器行业竞争的决定因素。小马力拖拉机

液压提升器生产企业主要以价格竞争为主，竞争激烈，外加下游拖拉机行业发展中大马力拖拉机的趋势，技术水平低、企业

规模小的小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器制造企业逐渐被淘汰。 

行业地位：公司已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品种类丰富的拖拉机液压提升器专业生产商，是国内首批获得中国农业机械

工业协会零部件分会授予的行业龙头企业称号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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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934.15 28,349.85 -15.58% 28,17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2.56 4,010.26 -29.87% 3,77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5.68 3,313.31 -80.21% 3,7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14 2,177.19 -81.07% 3,87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7 -40.00%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7 -40.00%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10.45% -5.02% 13.3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3,837.72 60,439.91 5.62% 40,67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015.75 50,506.43 4.97% 29,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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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12.25 5,120.93 5,404.55 6,09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8.02 1,656.77 304.28 10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02 100.95 28.16 -8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8.59 -369.74 202.91 2,4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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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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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晓卿 境内自然人 28.59% 19,059,475 19,059,475   

烟台同启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2% 7,613,342 0   

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祥隆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5% 6,499,999 0   

柳秋杰 境内自然人 3.00% 1,997,856 1,498,392   

姜洪兴 境内自然人 2.98% 1,989,556 1,492,167   

季俊生 境内自然人 2.92% 1,945,975 1,493,231   

刘志鸿 境内自然人 2.68% 1,785,252 1,338,939   

吕桂林 境内自然人 2.25% 1,500,975 1,493,231   

张立杰 境内自然人 0.82% 548,497 440,398   

陈川 境内自然人 0.71% 472,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于晓卿、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

柳秋杰、姜洪兴、季俊生、刘志鸿、吕桂林、张立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613,342 股，合计持有 7,613,342 股；公司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6,499,999 股，合计持有 6,499,9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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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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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农机行业出现了适度调整，整体增速放缓，拖拉机市场下滑明显，公司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

继续市场的开拓、新产品的研发，保持行业的龙头优势。 公司审时度势，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新的增长点，汽车配件

产品增加占比 15%。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3934.15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2.56

万元，比上年减少 29.8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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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器总成（大

中小型） 
149,098,229.70 9,020,442.90 15.67% -35.12% -71.72% -13.09% 

汽车配件 36,433,918.17 2,204,252.05 22.61% 512.01% 166.76%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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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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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 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3,911,848.56 94,493,062.93 应收票据：22,770,144.00 

应收账款：71,722,918.93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

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132,634.23 63,656.12 其他应收款：63,656.12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 

固定资产 142,705,537.13 146,689,537.50 固定资产：146,689,537.50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 

在建工程 7,627,301.64 7,095,945.95 在建工程：7,095,945.95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0,802,338.79 60,588,500.47 应付票据：7,113,250.00 

应付账款：53,475,250.47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

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685,418.64 674,472.23 其他应付款：674,472.23 

7.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11,170,359.24 13,993,930.70 管理费用：25,117,653.45 

8.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7,532,215.63 11,123,72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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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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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柳秋杰      

2019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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