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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9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2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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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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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科技 股票代码 0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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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雨 雷雨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 10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10号 

电话 0579-86878687 0579-86878687 

电子信箱 zjkj@topsunpower.cc zjkj@topsunpower.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 

    （1）公司主营业务及其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园林机械及便携式数码发电机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及特点概况如下： 

    油锯：主要应用于伐木和造材。适用于森林采伐、造材、打枝以及贮木场造材、铁路枕木锯切、截断等作业。节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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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全、高效。 

    绿篱修剪机：主要应用于庭院花草、林木养护、茶叶护理、各种道路沿线树篱的专业修剪。轻松启动，方便维护。 

    坐骑式草坪割草机：主要用于大面积草坪的修剪，如别墅、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的地面草坪修剪。排草顺畅，不堵塞、

功耗合理噪音低。 

    割灌机：主要应用于较大面积草坪的扫边或修剪枯草灌木。简洁流畅的设计、安全的防护措施、轻便启动、体积小。 

    风机：主要应用于森林防火、公路维护清扫、公园落叶的清理以及国内市场的大棚吹雪。操作便捷、效率高。 

    便携式数码发电机：主要应用于野营、郊游、汽车电源；电信设备、抢修工具、应急电源；移动施工、建筑工地电源；

小型商家、现代家庭电源等。轻便、安全、低噪音。 

    锂电产品：锂电产品主要是今后的发展趋势,环保,低噪音,使用方便.是家用型群体的首选。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以出口销售为主，主要采用ODM模式，ODM模式即公司自主进行产品设计、开发、制造，由客户选择下单后

进行生产，产品销售时以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OBM及OEM模式占比较小；其中国外销售主要采用ODM模式，国内销售主

要采用OBM模式。 

    2、行业情况 

    （1）、行业发展阶段 

    公司产品分属于园林机械和便携式数码发电机两个不同的行业，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园林机械行业发展阶段 

    园林机械行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基本进入成熟阶段。从全球的园林机械市场分布现况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是目前全

球园林机械产品的主要消费国。 

    园林机械行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 

    我国园林机械行业产生于计划经济下，并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入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园林机械制造商逐步将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国内市政建设、房产景观等城市园林绿

化需求的迅速扩大，以及在茶叶、苗圃以及特色农业种植等领域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动国内园林机械行业迅猛发展，整个行

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发电机行业 

    便携式数码发电机属于汽油发电机的大类产品。该产品加装了数字控制模块和逆变器，能耗和排放大大低于传统汽油发

电机，交流电压、波形及频率输出也更加稳定，而且体积小、重量轻、方便携带，目前已广泛用于露营、医疗、家庭备用电

源、野外作业、通讯等领域。由于便携式数码发电机低能耗、低噪音、便于携带的特点，对传统汽油发电机的替代态势已逐

渐显现。 

    3、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特征 

    （1）周期性 

    国民经济景气度对园林机械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园林机械需求与下游城市公共绿化及家庭绿化面积直接相关，

园林机械行业所受影响较小。 

    （2）季节性 

    园林机械产品由于自身用途不同，产品受季节性影响。但公司近年来通过丰富产品线结构（如割灌机、发电机等），利

用现有销售渠道并已形成一定的销售规模，从而降低了公司销售季节性波动。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我国园林机械行业的重要生产销售企业之一，是众多跨国园林机械制造商和经销商的长期业务合作伙伴，公司的

主要产品油锯历年来出口数量及金额均排名行业前列。近几年公司的割灌机产品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定位在国内制造产

品企业的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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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27,151.45 440,922,765.72 -5.65% 411,584,09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74,669.94 23,695,829.05 -50.31% 35,454,86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7,438.48 16,829,975.42 -88.25% 30,566,08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03,312.37 38,613,843.42 -47.94% 22,245,05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8 -50.00% 0.27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8 -50.00%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3.80% -1.95% 5.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19,117,564.49 839,982,730.42 -2.48% 764,023,67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8,025,466.41 631,002,796.47 1.11% 614,566,9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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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23,574.56 106,221,016.13 89,220,395.40 110,362,16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0,287.63 1,379,665.99 4,936,886.25 927,83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1,925.51 -292,175.37 4,171,810.48 -2,914,12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9,298.86 -746,467.05 -4,865,283.89 21,605,7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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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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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55% 68,042,700 0 质押 37,560,000 

吴明根 境内自然人 5.52% 7,286,400 5,464,800   

漳州市笑天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5,940,000 0   

赵爱娱 境内自然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李卫峰 境内自然人 3.00% 3,960,000 2,970,000 质押 3,96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吴展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1.60% 2,108,7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485,000   

陶红 境内自然人 0.62% 813,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

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940,000 股；股东江安东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8,700 股；

股东陶红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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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了复杂严峻的形势。对外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人

民币汇率波动加大，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对内则是结构性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进

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波动加大，原材料价格和人力资源成本进一步上涨。 

面对剧烈的市场波动和经营中的诸多困难，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坚持稳中求

进的指导思想，以经营效益为核心，注重创新、质量、成本和效益，在较为不利的环境中保证了公司的有序运营和健康发展。

现对2018年公司主要工作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一）2018年经营目标完成情况及分析： 

2018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602.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5%；营业成本33,816.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84%；利润总额1,213.6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4.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7.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31%。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受欧美市场环境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受上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原材

料价格上涨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致使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内部对现有资源进行了整合，对结构和流

程进行调整和优化，并在巩固现有市场客户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新客户的开拓力度，同时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及对

管理人才的引进，致使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同比有所增加。基于上述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和上年同比下降较大。 

 (二）运营管理取得的成绩： 

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为中心，恪守“锐意创新、质量护航；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管

理变革，流程再造；打造团队，培育人才”四个管理维度， 注重创新、质量、成本和效益。主要经营管理目标基本完成。 

1.企业文化建设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本年度制定企业文化建设提升方案并实施，结合公司的创业与发展历史，进一步提炼出公司优秀核

心价值，明晰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增强员工的向心力与归属感，进一步激发组织的活力，为公司的创新、变革、传承提供思

想文化层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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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与品牌 

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实现与国外知名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塑造企业品牌，定位优质产品供应商；国内市场，完成渠道整

顿与品牌整合，多渠道、全方位打造行业高端自主品牌，本年度内贸市场销售增长潜力凸显。 

3、研发与创新 

研发创新方面，继续立足以汽油类拳头优势产品的研发，确保技术引领优势。完成锂电新产品系列批量试产，割草车项

目的研发；导入PLM管理系统，为企业发展与募投项目投产提供产品技术储备。 

4、集约管理，降本增效 

结合公司经营计划，精兵简政，合理规划公司组织管理架构，建立完善内贸事业部，强化公司人力资源规划，健全考核

激励制度，规范薪酬结构及标准。完善风险管理内部监督和控制体系。优化预算集约调控，进一步改进采购管理办法，降低

成本，增加效益。 

5、强化过程控制，提升质量意识 

公司注重过程控制与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以质量推动品牌的提升与市场的拓展，完成实验中心的技术改造。公司持续增

加生产过程检测设备的投入，提高制造过程品质保障能力。 

6、生产安全与环境保护 

完善安全生产规章规程，规范安全职责。开展安全生产责任考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各级人员责任。并投入充足

的资源，确保公司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营有效，忠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7、募投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并完成募投项目建设，“油锯、割灌机和绿篱修剪机扩产项目”已完成建设，设备已完成安

装调试，部分设备尚未进行试运行，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园林机械研发中心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尚未完成验

收。 

8、信息化建设 

根据公司结合发展战略、营销模式、组织结构等自身特点，组织制定了公司信息化发展规划，并完成了智能仓库信息化

建设，两化融合工程建设、协同办公OA系统建设、PLM管理系统实施、ERP系统优化以及网络硬件集成与建设，公司信息

化管理水平迈向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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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锯 182,407,500.95 39,210,377.47 21.50% -12.97% -25.21% -3.52% 

割灌机 127,639,405.39 15,515,012.25 12.16% -1.76% -18.1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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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41,602.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5%，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受欧美市场环境影响及上半年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下降所致；营业成本33,816.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84%，主要系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受原材

料价格、人力成本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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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7.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31%，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

所下降，产品毛利率下降、研发投入和管理费用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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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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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财会[2018]15 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

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自颁布规定之日起执行。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及可比会计期间比较数据的相应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

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2018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201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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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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