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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9-013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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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769064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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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 00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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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岭 徐大鹏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传感大

厦 B 座 24 楼 

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传感大

厦 B 座 24 楼 

电话 0510-85627789 0510-8562778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dhm.com securities@hdh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以“集装箱装卸设备”和“智能数控机床”为主的高端智能制造板块、以及以不锈钢现货交易服务为主的

“智慧物流供应链”板块；2018年，公司主动顺应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努力调整公司产业结构布局，继续落实以智能

制造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自动化港机业务在海外市场获得重大突破，国内积极推动数控机床高端制造产业园建设，并对“智

慧物流供应链”板块进行优化整合，打造国内领先的不锈钢线上交易服务电商平台。 

（一） 高端智能制造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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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装箱装卸设备 

公司集装箱装卸设备主要产品有岸桥、轨道吊、轮胎吊等，主要应用于港口的集装箱船舶装卸作业、铁路集装箱装卸、

集装箱堆场的堆存和拖车装卸装箱等，其中轨道吊等部分产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来在传统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持续加

大对港口码头自动化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并以此积极拓展海外高端市场，并已成功进入面向国际一线集装箱码头运营商的

设备市场，对公司未来进一步扩大全球自动化码头市场占有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高端数控机床 

公司全资子公司润星科技是专业从事高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中高档数

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自动化交钥匙工程等。润星科技在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客户资源和产品质量等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是我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高端数控机床整机制造商之一，在消费电子细分领域优势突出，市场占有率处

于龙头地位；目前公司针对适用于未来5G通信终端开发的玻璃精雕机、陶瓷加工机、石墨加工机以及中大规格的钻削加工

中心等系列新产品已经逐步批量投入市场；同时继续推进通用中大型机床发展战略，研发并批量生产了应用于通信、汽车、

模具及军工等多领域的通用型高端数控机床产品，并于2018年底于重庆投建高端中大型通用机床制造研发基地，与华东基地、

华南基地一起形成协同优势。 

（二）智慧物流供应链板块 

公司不锈钢智慧物流供应链板块主要专注不锈钢及原辅材料的钢铁电商平台、现货贸易、仓储、供应链服务等业务，持

续积极探索多种盈利模式，2018年底公司对供应链板块旗下公司进行股权整合，以华商通公司为主整合其它供应链板块的子

公司，整合后将以华商通公司旗下“要钢网”为核心，重点发展不锈钢线上现货交易服务，提升作为不锈钢垂直电商的“要钢

网”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打造基于互联网的专业化、信息化和智慧化的完整的供应链服务板块。 

（三） 业绩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47亿元，同比增长9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亿元，同比增长133.34%。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1）2018年上半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2017年下半年收购的全资子公司润星科技完成并表；（2）

公司智能制造业务稳健发展，数控机床上半年集中批量交付客户导致业绩确认高峰，同比口径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3）

智慧物流供应链板块加大了对互联网电商及配套业务的投入力度，不锈钢现货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带动整体板块业务量的大幅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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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7,593,998.92 5,001,881,612.76 98.88% 2,140,218,7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844,906.06 131,932,271.39 133.34% 29,717,90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677,456.16 109,957,788.02 158.90% 28,459,92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107,501.91 -254,528,887.69 10.77% 170,765,752.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55 0.1701 79.60% 0.04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55 0.1701 79.60% 0.0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6% 6.17% 0.69% 1.8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933,915,656.42 5,900,720,713.22 0.56% 1,895,537,53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27,002,734.54 4,346,119,783.88 6.46% 1,307,363,7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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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700,864.71 2,023,937,878.10 3,366,996,225.65 3,087,959,03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856,552.03 118,269,995.25 92,777,248.61 -37,058,8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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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355,145.30 113,168,503.99 89,296,355.62 -50,142,54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869,142.58 -165,377,679.81 -31,062,111.34 -83,536,8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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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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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华东重机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7% 218,400,000 0 质押 206,500,000 

周文元 境内自然人 16.81% 169,425,676 127,069,257 质押 35,150,000 

翁耀根 境内自然人 10.62% 106,966,667 106,966,667   

王赫 境内自然人 4.55% 45,844,595 34,383,447 质押 14,500,000 

无锡振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7% 42,000,000 0   

黄丛林 境内自然人 2.22% 22,362,618 17,939,189   

赣州杰盛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21,000,000 0   

翁霖 境内自然人 1.39% 14,047,619 14,047,619   

孟其仙 境内自然人 1.32% 13,311,287 0   

广发证券资管

－中国银行－

广发恒定 18 号

华东重机定向

增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4% 8,428,571 8,428,5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重集团股东是翁耀根和孟正华，振杰投资股东是华重集团、孟正华及翁杰，杰盛投资股东

是华重集团及翁耀根。翁耀根和孟正华是夫妻关系，翁杰为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子，翁霖是翁

耀根与孟正华之女。华重集团、振杰投资、杰盛投资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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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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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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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18年，整体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复苏疲弱，国际贸易摩擦

总体形势严峻，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国内消费电子领域设备投资需求低迷，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趋势性下行。

公司积极面对市场新形势，继续坚定不移推动智能制造升级战略，深入发掘和把握市场新需求，积极寻求海外市场的重大突

破，启动新的高端制造产业投资计划，并对智慧供应链服务板块进行优化整合，促进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保持稳定健康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47亿元，同比增长98.88%；实现营业利润3.92亿元，同比增长97.6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07亿元，同比增长133.34%。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集装箱装卸设备业务整体运营稳健，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海外新兴区域市场取得重大突破；为了顺应

港口码头自动化升级的市场趋势，公司继续加大自动化相关设备及系统的研发投入力度，提升集装箱装卸设备等传统设备的

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优化系统级的解决方案；目前公司自动化港机产品已达到国际一线超大型集装箱码头运营商要求的综

合水平，并成功获得相关大型自动化设备的采购订单，对公司开拓未来全球自动化码头新建和改造的巨大市场、进一步提升

市场占有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控机床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润星科技继续坚持产品的中高端市场定位，巩固了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的地位；在面对传统消费电子市场需求

较为低迷的局面，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和市场推广力度，挖掘了新的市场需求，针对未来5G通信终端的发展趋势研发了

陶瓷加工中心、玻璃精雕机、石墨加工机、精密立式加工专机等一系列新产品，已经逐步批量生产并批量交付客户，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并且受益于5G行业前期基建投资的拉动，通信设备行业相关产业链的投资需求出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公司研

发的850HII、1066HC等系列精密立式加工中心已成功应用于5G通信设备部分关键部件的精密加工，目前产品已覆盖国内主

要通信设备企业的一二级配套供应商，相关机床产品已经批量交付客户使用。 

继续推进通用中大规格高精度机床发展战略，公司研发并批量生产了应用于航天、汽车、模具及军工等多领域的通用型

高端数控机床产品，包括通信领域在内的通用型机床在整体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大幅提升；为了对高端机床进行持续的研发生

产投入，公司也在积极布局高端机床的产业投资计划，2018年11月，公司全资控股的二级子公司重庆新润星与忠县政府签订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投资协议》，项目计划总投资4.2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数控机床5000台，年实现产值约6亿元以

上，预计在2019年下半年逐步达产。公司旨在通过本次产业投资建设国内领先的中高端中大型机床制造基地，并进一步实现

机床核心零部件的自制以及系统水平的提升，实现在高端通用机床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与华东基地、华南基地一起形成协

同优势，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智慧供应链业务高速增长： 

以不锈钢为主的智慧供应链板块包含钢铁电商平台、现货贸易、仓储、供应链服务等业务；2018年公司重点加大对不锈

钢电商业务的投入力度，逐步打造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销售交易模式，控股子公司华商通旗下的“要钢网”是专注于不锈钢

领域的垂直电商，“要钢网”全年平台活跃用户数和付费用户数显著增加，从而带动“要钢网”销售量和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在

不锈钢电商领域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受电商业务的拉动，2018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诚栋不锈钢有限公司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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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钢现货销量同比增长34.5%，线上带动线下的业务融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18年11月，以无锡华商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整合平台（以下简称“华商通公司”），对公司现有不锈钢业务板块进行

优化整合，整合后公司持有华商通公司的50.1931%股权，剩余股东包括原不锈钢板块其它股东及核心管理团队等合计19名

自然人，本次整合旨在促进不锈钢板块形成以“要钢网”为核心、各业务环节协同的整体发展格局，重点发展“要钢网”的线上

交易服务以及相应的衍生业务，依托无锡在国内不锈钢流通领域的领先地位，打造完整的智慧供应链服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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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装卸设备 349,888,320.02 72,557,485.54 23.79% -38.85% 643.60% 5.96% 

数控机床 941,090,759.61 354,570,551.82 50.21% 146.95% 250.84% 2.16% 

不锈钢 7,283,319,315.84 -55,994,063.64 0.77% 138.65% -351.65% -1.41% 

不锈钢炉料 738,814,822.09 10,649,981.09 5.13% 18.66% -50.68% -2.51% 

普碳钢 634,480,781.36 10,657,598.63 3.56% 69.60% 12.3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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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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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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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2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4户，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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