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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1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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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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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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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靓燕 蔡靓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132 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132 号 

电话 0575-89005608 0575-89005608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ke.com zhengquan@shenk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厚壁滑动轴承及部套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涉及六大系列 200 多种规格，主要包括 DQY 端盖式滑

动轴承系列、 ZQ/ZQKT 座式滑动轴承系列、 ZH 动静压座式滑动轴承系列、 VTBS 立式推力轴承系列、

1000MW/600MW/300MW 轴承系列及轴承部套件等，广泛应用于高速、重载、高精度、大功率的机械设备。 

1、DQY 端盖式滑动轴承系列：主要应用于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和其他旋转机械，具有自动调心、噪声振动小、体积

小、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通过轴承结构的改进，该系列产品结构紧凑、体积较小、占用空间较小，有利于电机内部空间的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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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Q/ZQKT 座式滑动轴承系列：主要应用于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和其他旋转机械，具有自动调心、可靠性高、使用

维护方便等优点。该系列产品承载能力大，适应较高的转速，能够保持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ZH 动静压座式滑动轴承系列：主要应用于大型可逆转变速交、直流电动机，如轧钢机、矿井提升机等。该系列产

品通过动压、静压联合作用，可满足电动机转子逆转、变速等特殊工况的需求，具有承载能力大、功耗小、磨损小等优点。 

4、VTBS 立式推力轴承系列：主要应用于水轮发电机、水泵等，具有承载能力大、使用寿命长、负载均匀等优点，应

用领域包括水力发电、污水处理、引水工程等。 

5、1000MW/600MW/300MW 轴承系列：主要应用于汽轮发电机。该系列的主要产品为 600MW 汽轮发电机可倾瓦轴承，

该轴承的轴瓦采用圆形瓦与可倾瓦组合的特殊结构，具有耗功小、温升低、稳定性好等优点，能够满足大容量发电机性能需

求。 

6、轴承部套件：水电、火电、风电、核电类发电设备及电动机中轴承外围的部件及配套件，包括发电机主轴、水轮发

电机蜗壳、汽轮发电机端盖、燃气轮机透平气缸、风电轮毂、机舱、风力发电机机座等。该类产品主要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而

成。 

（2）行业发展变化 

我国轴承产业发展已从粗放式增长模式进入到必须以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行业内的企业需积极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实施技术升级和产品优化，通过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提高我

国轴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科学发展。 

（3）市场竞争格局 

我国轴承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比较小，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中低端产品市场层面，企业间的竞争主要包括质量、

成本、创新、管理的竞争。有实力的轴承制造企业为跻身于高端轴承生产企业行列，不断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如引进国外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加大对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生产线的研发投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引进高水平的科

研人员，使轴承产品在质量上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我国厚壁滑动轴承领域的重点企业，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研发、设计与制造能力处于行业前列；公司是

国内规模最大的滑动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在产品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技术开发、生产工艺和品牌知名度等方面均居行业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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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73,826.64 174,156,219.05 -7.05% 138,517,6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4,904.36 5,412,456.91 -24.90% -25,705,79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9,666.05 3,309,374.30 -60.73% -26,765,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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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04,251.87 5,809,386.37 309.76% 63,811,87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1 0.0361 -24.93% -0.1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1 0.0361 -24.93% -0.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1.04% -0.26% -4.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20,164,148.95 613,105,054.52 1.15% 607,163,56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4,830,049.17 520,765,144.81 0.78% 515,352,6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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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4,999.10 42,445,014.53 40,907,927.12 53,385,88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0,757.63 703,183.84 3,500,309.68 3,662,16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0,404.65 284,993.77 3,148,397.15 1,306,67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8,923.99 11,191,846.18 2,702,949.97 5,960,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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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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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全波 境内自然人 28.12% 42,187,466  质押 42,187,466 

北京华创易盛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6% 20,643,750  质押 20,643,750 

何建东 境内自然人 13.16% 19,743,784  质押 19,743,784 

深圳前海厚润

德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厚润

德小市值三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3.75% 5,619,700    

宗佩民 境内自然人 0.77% 1,152,000    

任海森 境内自然人 0.54% 814,205    

阎光焱 境内自然人 0.47% 708,400    

李志良 境内自然人 0.45% 675,800    

邓雁书 境内自然人 0.35% 532,300    

林冲 境内自然人 0.34% 5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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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何全波、何建东系直系亲属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厚润德小市值三期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5,187,6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股东阎光焱的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23,8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股东林冲的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5,7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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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强化管控，夯实根基，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按照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工作目标，狠抓

主业，强化内部管控，持续挖潜增效，着力提升盈利能力和经营质量，实现了公司的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6,187.38 万元，同比减少 7.05%；实现营业利润 443.12 万元，同比减少 14.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49

万元，同比减少 24.90%。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1、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将节约成本和增加效益贯穿到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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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司增效增收。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费用预算管控力度，以降低日常可控成本费用，各部门费用支出严格按照年初制定

的预算标准执行；加强了物资供应管理，合理控制原材料采购，采购原材料实行比价采购的办法，货比三家、择优选购；加

大了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对于长期拖欠且金额较大的货款采取了法律手段进行催收，加快了资金回笼，减少了坏账损失；

加强了资金的调度和使用，充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盘活结余资金，增加投资收益，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2、公司持续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为满足智能化生产需求，公司对募投项目“年产 1200 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的设备进行了优化调整，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流的自动化、信息化设备，建设智慧工厂，以智能制造提质增效。 

3、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之路，不断研究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确保公

司在相关领域保持技术领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已获专利技术 57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50 项，发明专利

7 项。 

4、公司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社会和高校等渠道引进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充实了公

司的经营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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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Y 端盖式滑

动轴承系列 
33,942,629.83 7,423,253.14 21.87% 18.29% 41.05% 3.53% 

ZQ/ZQKT 座式

滑动轴承系列 
18,033,708.29 2,741,123.66 15.20% -8.96% -15.62% -1.20% 

ZH 动静压座式

滑动轴承系列 
9,567,664.78 2,341,207.57 24.47% 69.74% 64.57% -0.77% 

VTBS 立式推动

轴承系列 
6,344,174.35 800,000.39 12.61% -15.52% -65.63% -18.39% 

1000MW/600M

W/300MW 轴承

系列 

31,883,155.90 9,937,979.69 31.17% 21.90% 31.42% 2.26% 

轴承部套件 38,011,867.77 8,377,815.66 22.04% -32.17% -55.01% -11.19% 

加工业务 13,436,527.10 3,740,729.14 27.84% -36.37% -30.42% 2.38% 

配件及其他 4,785,701.00 2,826,435.01 59.06% 7.36% 358.14%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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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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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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32,064.0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7,014,528.51 

应收账款 132,382,464.49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543,886.9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543,886.94 

固定资产 170,293,380.67 固定资产 170,293,380.67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74,239,344.13 在建工程 74,239,344.1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0,902,333.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864,479.79 

应付账款 37,962,146.39 

应付利息 73.10 其他应付款 1,418,111.9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18,038.87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18,500,000.00 

专项应付款 18,500,000.00 

管理费用 23,851,384.01 管理费用 16,526,509.59 

研发费用 7,324,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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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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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北京申宏博远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建南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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