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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9-02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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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电子 股票代码 0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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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刚 徐鸽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188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188 号 

电话 0512-58449198 0512-58449138 

电子信箱 law@yinhe.com yhdm@yinh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智能机电业务 

主要业务范围是为不同行业的特定客户提供各类集成了智能管理系统的机电设备和基于结构件行业工业机器人智能制

造业务，现有主要产品是为满足我国国防建设所需特种车辆的军用智能电源系统、智能配电系统、智能车载电机设备的车载

机电综合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通信车、侦察车等各型军用特种车辆，并正研发其他各类军用信息

化和智能化智能设备，客户主要包括各类特种车辆的研究机构、总装厂、使用单位和各类专属行业客户，军工业务规模和业

绩水平在民营军工企业中居于领先地位，智能制造水平在国内结构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随着我国军队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将为军队的地面武器换装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已经通过军工企业

认证，并与相关军工单位建立起了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市场基础良好，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政策的实施，积极

投身我国国防装备业务，未来几年公司将在军工业务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围绕军用智能化和信息化机电设备拓展业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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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和业务规模，争取成为领先的民营军工企业之一。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智能制造已经成

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中国制造2025》新兴产业战略规划的推出，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公司依托福建骏鹏自身研发的在结构件制造行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的集成控制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产能和质量水平，

核心竞争力突出，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将继续带动动力电池结构件的稳步增长，预计公司未来在结构件行

业的智能制造设备集成服务和智能制造业务将获得稳步发展。 

2、新能源电动汽车零部件业务 

主要业务范围是为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客户提供充电设备、车载电动空调系统和其他车载关键设备，主要产品包括电源

模块、充电桩、车载充电机、移动充电机、DC/DC模块、车载电动空调系统等，客户主要为新能源电动汽车制造商、充电

站运营商和电动汽车使用单位。 

根据工信部统计，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1.8万辆、7.5万辆、

33.1万辆、50.7万辆、77.7万辆和125.6万辆，销量快速增长，2018年在汽车总销量中的比例已经达到4.47%。目前，公司将

新能源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业务确立为公司的重要战略方向，高度聚焦，加大投入，在做精做强现有与新能源电动汽车相关

的空调压缩机、车载充电机、充电桩行等业务同时，将继续积极培育、引进和发展其他零部件业务。  

3、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务 

主要业务范围是为全球各类电视运营商提供定制的数字电视智能终端硬件及系统，产品包括有线电视机顶盒、卫星电视

机顶盒、无线电视机顶盒、互联网电视机顶盒等智能电视终端，主要客户包括全球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电视节目运

营商。 

报告期内，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务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公司对机顶盒业务规模的收缩，以及不断的强化细节成本管理，通

过节支增效，内部降本的方法制止了进一步亏损。公司下一步将加快向新能源汽车和军用特种装备产业转型的步伐，同时依

托现有机顶盒团队围绕物联网、智能控制、智能家居等领域积极引入、培养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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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303,288.06 1,624,485,263.90 -6.47% 1,980,929,38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630,360.49 187,286,639.51 -722.91% 309,979,4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6,988,708.62 122,889,312.86 -1,131.00% 271,578,45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17,955.67 42,243,340.70 -20.66% 226,713,41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16 -743.75%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16 -743.75%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1% 5.00% -43.61% 12.7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621,115,760.77 5,188,697,163.18 -30.21% 4,881,139,35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9,674,697.83 3,614,739,412.04 -33.89% 3,658,309,4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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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85,068.84 374,924,458.08 391,416,698.66 408,377,06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20,960.82 34,072,870.10 58,189,762.91 -1,298,513,95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61,932.17 20,446,571.82 44,725,256.84 -1,349,222,4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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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01,685.54 24,640,495.98 19,051,179.66 30,827,9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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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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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电子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5% 239,420,401 10,897,435 质押 178,000,000 

张红 境内自然人 8.74% 98,467,868 73,850,901 质押 30,000,000 

山东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信托

－恒赢 38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4.67% 52,647,262 0   

山东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信托

－恒赢 3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4.66% 52,493,562 0   

江苏银河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4% 37,664,233 0   

中信建投基金

－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基金

银河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00% 33,782,050 33,782,050   

林超 境内自然人 2.48% 27,973,316 27,973,316 质押 27,973,316 

张恕华 境内自然人 2.41% 27,197,430 20,398,072   

张家港汇智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23,460,000 0   

张桂英 境内自然人 2.03% 22,81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银河电子集团和汇智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张红和张恕华为姐弟关系。未知其它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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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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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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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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15.19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1.67亿元。公司亏损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商誉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合计计提13.19亿元。从公司经营情况看，三大主营

业务中，智能机电类业务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基本保持稳定，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业务受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

整、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利润低于年初预期，而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务经过一年多以来公司对机顶盒业务规模的收缩，以

及不断的强化细节成本管理，通过节支增效，内部降本的方法制止了进一步亏损。 

1、智能机电业务 

报告期内，在军工智能机电业务领域，同智机电积极围绕市场的变化，外抓市场创新突破，内促运营提效变革，在军品

订单招标竞争越来越趋于常态化的情况下，通过强化自身业务能力，不断的加大自主研发项目来拓展新业务，从而增强自身

盈利水平，业务保持了稳定。其中，公司野战便携式智能充电机取得突破，启动电源的招标为公司赢得了市场的口碑，同时

报告期内火箭军的新市场得到发展，2018年，同智机电智能机电设备及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在合肥高新区开工建设，预计2019

年建成并逐步投入使用，报告期内同智机电还获得了高新区创新型企业、高新区技术品牌奖、高新区智能技改奖、安徽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市工业设计中心等荣誉，这些都为公司特种智能机电业务后续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保障。 

报告期内，在结构件智能制造业务领域，由于2018年主要客户产品结构的调整，福建骏鹏的经营业绩总体上较上年有所

下滑，福建骏鹏通过客户结构的调整，新引入了部分整车厂客户，并取得了供应商代码。同时基于福建骏鹏所在区域城市规

划和公司后续发展的需要，公司在福州长乐区新设立了福建银河骏鹏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并已购置了土地开工建设新的生产

车间，建成后预计产能和规模都有大幅提高。这将为公司今后迎接大批量订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新能源电动汽车零部件业务 

2018年，子公司嘉盛电源由于受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充

电机及电源产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导致毛利下滑，利润水平下降。报告期内，公司本着价值优先、效率优先的原则，逐步

减少非主营业务开发，逐渐形成以直流桩、交流桩、分体桩、自动充电为主的系列平台产品，和基于这些平台上的模块化开

发，并对重点产品、重点项目提供更多资源支持，通过狠抓质量，提升效率，业务情况逐步改善。 

2018年，子公司银河同智新能源继续聚焦电动车空调压缩机产品业务，随着电动汽车的逐步普及，该项产品市场空间巨

大，目前公司压缩机在制冷量、噪音、能效、轻量化等各项技术指标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加上关键核心部件均为自主制造，

在技术、质量、成本方面已逐步建立起一定的比较优势。目前已有一定规模批量销量，产品性能反映良好，故障率稳定在较

低水平，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下一阶段将重点展开电动汽车压缩机产品的系列化研发和主机厂的推广工作，预计2019

年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3、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务 

    2018年，公司累计销售机顶盒5.8亿元，和上年相比业务继续收缩，全年该单体业务由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造成了业绩

大幅亏损。从经营情况来看，公司确立了通过降本节支、压缩费用和保重点市场、重点客户两大策略，数字电视智能终端业

务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公司对机顶盒业务规模的收缩，以及不断的强化细节成本管理，通过节支增效，内部降本的方法制止了

进一步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已经将机顶盒业务从母公司逐步全面转入子公司江苏银河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独立运营，独立核

算。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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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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电视智能终

端 
581,255,493.68 51,995,238.14 8.95% -24.11% -51.99% -5.19% 

智能机电产品 737,400,867.98 347,922,650.78 47.18% 12.21% 3.43% -4.01% 

新能源汽车关键

零部件 
169,703,202.51 51,348,188.19 30.26% 8.19% 9.3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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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净利润为-1,168,577,177.3元，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1,297,766,551.54 元，其中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备为1,083,399,132.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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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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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会计

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公司根据上述规定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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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自身业务需要，公司收购了福州佳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南京银河亿宁智能机电有限公司的70%股

权，新设立了福建银河骏鹏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因公司战略调整需要，公司转让了洛阳嘉盛电控技术有限公司45%股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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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红 

                                                                 2019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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