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88                             证券简称：恒锋工具                             公告编号：2019-015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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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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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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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4,918,7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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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工具 股票代码 30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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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怡 胡金秋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239 号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239 号 

传真 0573-86122456 0573-86122456 

电话 0573-86169505 0573-86169505 

电子信箱 pr@esttools.com pr@esttool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经营业务分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即现代高效刃量具产品，包括精密复杂

刃量具和精密高效刀具；第二大板块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客户提供刀具精密修磨改制服务、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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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业务；第三大板块是智能制造型产品，包括智能刀具、智能装备专机、电子式花键测量仪器等（2017

年年报中的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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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32,501.46 324,077,136.00 11.87% 209,163,69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252,103.32 96,052,654.17 -27.90% 74,639,19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02,757.98 85,268,210.66 -38.31% 65,921,76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34,116.72 82,165,213.03 -2.23% 70,077,06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93 -27.96%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93 -27.96%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7% 11.81% -4.14% 11.7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111,882,137.62 1,050,310,429.60 5.86% 700,683,27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2,860,651.53 879,481,853.94 6.07% 659,275,1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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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94,449.76 95,368,154.91 89,579,019.27 104,090,87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96,658.34 35,383,870.45 31,129,816.03 -19,558,24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48,506.36 27,090,966.78 29,216,075.81 -23,152,79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15,189.38 23,621,157.33 24,792,250.82 8,205,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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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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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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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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锋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61% 51,005,440 47,437,456   

陈尔容  境内自然人 8.58% 9,000,960 8,371,316   

陈子彦 境内自然人 8.58% 9,000,960 8,371,316   

陈子怡 境内自然人 5.72% 6,000,640 5,580,877   

郑国基  境外自然人 3.81% 3,992,241    

叶志君 境内自然人 0.80% 839,110 837,730 质押 837,730 

邰崇荣 境内自然人 0.72% 754,2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61% 635,929    

陈连军 境内自然人 0.57% 596,601 586,981 质押 586,981 

鹰潭盛瑞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4% 463,030 463,030 质押 463,0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尔容、陈子彦、陈子怡存在关联关系，恒锋控股有限公司为三人共同持股公

司；叶志君、陈连军、鹰潭盛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新股发行对象；其余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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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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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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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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公司下游主要用户行业汽车行

业出现历史上首次下滑，1月1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18年度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

汽车工业总体运行平稳，受政策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全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同比下降4.16%和2.76%。 

    2018年，是公司稳步发展的一年。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认真落实2018

年度经营计划，认真履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由于上优

刀具未完成2018年度业绩承诺，存在商誉减值，导致公司净利润出现下滑。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253.2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925.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27.90%；实现每股收益0.67元，比上年同期下滑27.96%；母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8,590.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8.11%；实现净利润10,957.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11%。公司

合并净利润低于母公司净利润的主要原因为：并购标的上优刀具未完成2018年度业绩承诺，公司在年度末

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795.36万元。 

    2018年，母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为：1.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到外界经济环

境的影响,造成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2.本报告期股权激励成本摊销为920.55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413.32万元；3.由于受“国家供给侧改革”及环保因素等的共同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普遍上涨

10%-20%。 

    2018 年，上优刀具实现营业总收入 6,824.0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8.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261.1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24%。上优刀具经营业绩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为：1、上优刀

具的业绩承诺系基于 2014 年-2015 年当时的市场环境、订单和投资进度等因素作出的，2018 年中国整体经

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2、2018 年上优刀具厂房整体搬迁，对其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3、为实施技改

银行融资较多，财务费用增加；4、由于新到进口设备调试成功晚于预期，产能释放较晚；5、厂房、机器

设备等折旧摊销增加。2019 年随着技改装备的产能释放，预计经营业绩也将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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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复杂刃量具 235,194,413.37 143,899,515.77 61.18% 5.22% -1.66% -4.28% 

精密高效刀具 59,488,729.94 16,941,415.09 28.48% 26.26% 13.96% -3.07% 

精磨改制 59,814,369.19 31,582,901.26 52.80% 23.06% 25.6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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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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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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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61,323,524.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2,758,859.18 

应收账款 101,435,335.18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215,825.5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215,825.53 

固定资产 284,298,934.99 固定资产 284,298,934.9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13,371,888.89 在建工程 113,371,888.89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3,9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5,172,849.11 

应付账款 31,272,849.11 

应付利息 56,217.50 其他应付款 40,824,157.1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0,767,9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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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 8,960,000.00 长期应付款 8,960,000.00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50,761,865.86 管理费用 33,614,607.58 

研发费用 17,147,258.28 

营业外收入[注1] 783,565.70 营业外收入 111,359.76 

其他收益[注1] 7,396,898.01 其他收益 8,069,103.9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2] 

16,944,251.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9,306,751.6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2] 

529,879,900.4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27,517,400.40 

[注1]：将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672,205.94元在利润表中的列报由“营业外收入”调整为“其他收益”。 

[注2]：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362,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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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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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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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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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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