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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4                           证券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9-00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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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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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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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6,762,5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达高科 股票代码 0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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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东 马强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电话 0573-87550882 0573-87550882 

电子信箱 hdzhd2008@163.com mqq@zjhongd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集中于经编面料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 

经编面料方面：主要从事用于汽车等交通工具类面料及其他功能性面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该业务采用“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主要为汽车整车生产企业进行二级配套。客户通过产品鉴定、生产厂家现场质量体系考查、商务洽谈等工作环

节，确定公司为供应商，再以订单形式向公司提出供货需求。公司目前为宝马、奔驰、大众、通用、长城、吉利等中高端品

牌配套的车用内饰面料进行批量化生产。 

医疗器械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威尔德主要从事超声诊断、治疗设备、体外诊断试剂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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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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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38,464,743.76 634,755,297.00 0.58% 569,692,35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48,428.54 96,547,561.52 -5.90% 100,812,17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526,459.45 85,027,444.82 -2.94% 84,874,56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73,065.28 149,107,698.61 -75.67% 138,963,106.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5 -7.27%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5.70% -0.29% 5.94%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943,390,589.52 2,025,464,027.59 -4.05% 2,054,708,56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5,041,369.69 1,687,759,220.35 -1.35% 1,696,197,361.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0,032,411.78 144,086,821.70 134,078,750.64 230,266,75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59,549.89 32,849,226.65 23,201,189.10 13,538,46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72,571.02 31,236,577.56 21,133,713.38 11,283,59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54,300.10 7,471,914.82 30,693,804.11 30,661,6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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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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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甫 境内自然人 22.00% 38,888,836 29,166,627 质押 9,439,809 

毛志林 境内自然人 4.83% 8,529,001 6,396,751   

李宏 境内自然人 2.54% 4,495,000 0   

白宁 境内自然人 2.46% 4,350,91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8% 3,315,500 0   

姜龙银 境内自然人 1.58% 2,791,300 0   

格日勒 境内自然人 1.12% 1,971,315 0   

马月娟 境内自然人 1.03% 1,826,911 0   

张熙 境内自然人 0.97% 1,712,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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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基金

－华夏银行－

国电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其他 0.84% 1,4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是一致

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姜龙银在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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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稳中有变，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公司全年经营状况总体平稳,实现了经营盈利。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63,846.47万元，较上年增长0.58%。但

因公司主要产品汽车内饰面料的销量受到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总体下滑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84.84万元，

较上年下降5.90%。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但因持有的海宁皮城股票的股价在报告期下跌，使期末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减少了8,705.19万元，导致报告期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1.35%。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经编面料产业： 

经编面料产业方面，母公司受到国内乘用车市场景气度下降、原材料成本上升和环保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37,985.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2%，净利润10,197.5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32%。在保持在国内自主和

合资汽车品牌的份额，大力拓展中高端汽车内饰面料进口替代市场的同时，公司管理层采取“精准营销”的策略，大力开拓高

附加值的服装面料市场，努力取得新的业绩增长点，减少汽车行业大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二）医疗器械产业： 

2018年度，医疗器械子公司威尔德实现营业收入12,415.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61%，归属于威尔德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372.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1.33%，保持了近三年来经营情况持续改善的形势。报告期内，威尔德申请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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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医学超声诊疗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已通过审批，治疗仪产业化项目已经通过验收，2019年将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

提升销售质量。 

（三）财务性投资： 

2018年度，公司在主业持续盈利的同时，通过之前进行的对外股权投资，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报告期内，通过对海

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宁宏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取得投资收益3,680.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885.50万元。此外，公司在2018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共获取投资收益694.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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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面料 243,747,188.00 98,421,068.85 40.38% -11.77% -13.55% -0.83% 

服饰面料 96,224,069.14 27,451,119.39 28.53% -0.45% -24.01% -8.84% 

染整与家纺 35,599,980.99 5,609,550.50 15.76% 38.99% 19.59% -2.56% 

医疗器械 114,115,680.76 43,147,678.08 37.81% 83.04% 56.31% -6.45% 

贸易 135,907,735.77 4,586,431.89 3.37% -15.35% 33.2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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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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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不适用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和金额如下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

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

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

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

不适用 

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

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9,960,440.5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1,414,899.56 

应收账款 171,454,459.03 

应收利息 384,010.95 其他应收款 2,234,640.0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50,629.12 

固定资产 292,350,468.75 固定资产 292,350,468.75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7,837,086.06 在建工程 7,837,086.06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41,685,418.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6,862,936.63 

应付账款 165,177,518.52 

应付利息 48,819.96 其他应付款 3,913,111.2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864,291.25 

管理费用 72,856,199.21 管理费用  50,099,137.75  

研发费用  22,757,061.4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 

46,190,883.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47,423,883.2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 

111,720,792.0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10,487,792.06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233,0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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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深圳市惠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10月 1,000,000.00 100.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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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沈国甫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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