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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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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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08,94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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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鹏科技 6034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呈建 李智吉 

办公地址 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8号 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8号 

电话 0510-81003285 0510-81003285 

电子信箱 wxflying99@163.cm wxflying99@163.c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与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电梯门系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公司是国内拥有自主变频控制核心技术并较早应用于电梯门系统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

展，公司已形成包括电梯门系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在内的多元

化电梯配套产品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载客电梯、载货电梯、特种电梯等各类垂直电梯制造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如下：1、电梯门系统电梯门系统具体包括电梯门机和层门装置。电梯门系统产品示

意图 2、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公司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产品主要包括电梯一体化控制器以及与之

配套的内呼板、外呼板和指令板等产品。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产品示意图 3、电梯轿厢及门系统

配套部件公司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包括轿厢、层门板、门套、地坎、光幕等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物料部制定采购计划并安排实施。为了确保采购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公司建立了《采购管

理标准》、《供方管理制度》，对供应商的选择、评审和持续评估均有严格的要求和管理。物料部会

同技术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共同执行合格供应商的开发、评价和管理等工作。同时，除《采购协

议》外，公司和合格供应商签署《质量技术协议》，以保证原材料供货的质量。公司在《货币资金

管理标准》中明确了不同采购金额的审批权限。公司每笔采购订单均需由物料部采购专员制定、

审核后提交物料部经理审核通过方能执行；金额较大的采购订单还需视金额大小交由分管副总经

理、总经理审核。 

2、生产模式 

由于公司产品种类较多，属于非标准件产品，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生产，实行“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电梯门系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均为非标产品，

一般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生产。公司作为专业的电梯部件制造商，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与电

梯整机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面向终端客户的销售服务网络体系，能够在售

前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面更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电梯整机制造厂商一般对电梯关键部件提供商的技术实力和服务水准具有较高要求。公司坚

持技术和服务并重的营销拓展策略，目前，公司已在全国主要省份配备了区域销售经理，并在上

海、沈阳、天津、杭州、湖州、佛山、重庆、泉州、武汉等重点市场设立了 9 个营销服务网点，

相应负责各区域的市场开拓、客户挖掘和品牌推广等活动。 

公司现有营销网点分布情况: 

序号 网点所在城市 辐射区域 

1 佛山 广东、广西、海南 

2 重庆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3 武汉 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宁夏、甘肃、新疆 



4 泉州 福建、江西 

5 杭州 浙江（除湖州以外） 

6 湖州 湖州及苏州部分区域 

7 上海 上海 

8 天津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 

9 沈阳 辽宁、吉林、黑龙江 

注：公司总部无锡负责江苏和山东区域市场。 

 

（三）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气技术和机械技术结合的产品，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中的“其他未列

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C3899）”。公司上游行业主要为板材、钣金冲压件、机加工件、导轨、

电机、电子元器件、滚轮、橡塑材料、标准件、包装材料等制造业。上游行业属于成熟制造行业，

市场竞争充分。本行业所需的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渠道畅通。从材料价格来看，钣金冲压件、

机加工件和板材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地坎主要材料为铝材，电机主要材料为铜材，因此上述材

料采购价格分别与钢材、铝材、铜材价格走势直接相关。公司下游行业主要为电梯整机制造行业。

下游行业的电梯产量增减会导致对本行业产品需求的波动。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化、工

业化进程的不断持续，电梯行业总体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并推动电梯部件行业的市场需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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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824,883.87 885,510,686.32 5.57 487,729,551.51 

营业收入 314,470,889.05 279,203,455.70 12.63 281,697,03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008,179.10 71,186,386.55 3.96 72,550,88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423,828.61 57,802,781.41 -2.39 69,402,09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5,542,969.87 799,327,021.78 4.53 403,611,54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049,010.28 73,831,442.48 -33.57 62,021,80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8 -2.63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38 -5.26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09 11.45 减少2.36个百分点 19.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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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1,941.

10 

85,044,025.6

8 
89,124,334.61 90,250,58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79,585.2

0 

19,197,739.6

3 
22,264,977.58 24,365,87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89,582.6

2 

14,324,977.2

2 
16,474,254.62 17,935,01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2,183.7

7 

17,219,294.4

1 
12,680,467.90 18,107,064.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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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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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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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培荣 200,000 34,520,000 16.52 34,320,000 质押 8,210,000 境内自

然人 

奚方 0 26,719,680 12.79 26,719,68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丁煜 0 23,022,370 11.02 23,022,370 质押 11,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常呈建 100,000 14,491,000 6.94 14,391,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杨一农 100,000 13,157,980 6.30 13,057,98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杭州如山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9,360,000 4.4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如山高新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40,000 8,320,000 3.9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诸暨鼎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4,680,000 2.24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金培良 0 3,845,400 1.8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宋传秋 0 1,611,090 0.7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为一致行动人；浙江如山、杭州如山、诸暨鼎信为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金培荣为金培良的哥哥；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4,470,889.05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2.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4,008,179.1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9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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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

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对 2017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

项目的影响金额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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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

定（财会【2018】15

号）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67,321,095.42 143,931,055.94 

应收票据 -61,982,312.27 -58,819,924.95 

应收账款 -105,338,783.15 -85,111,130.9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1,116,125.19 64,338,413.35 

应付票据 -4,000,700.00 -6,751,790.00 

应付账款 -67,115,425.19 -57,586,623.35 

管理费用 -11,527,458.56 -9,426,140.21 

研发费用 11,527,458.56 9,426,140.21 

其他收益 145,570.42 144,170.39 

营业外收入 -145,570.42 -144,170.39 

 

（2）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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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公司名

称        

注册地 注册资

本 

 经营范

围   

 实际出

资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是否合

并 

少数股

东权益 

苏州市永

昶机电有

限公司 

苏州 50 万元 电梯配

件制造 

170万元 100% 100%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