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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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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799,183,26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3,975,498.07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

度；本年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澳柯玛 6003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英峰 季修宪 

办公地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315号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315号 

电话 0532-86765129 0532-86765129 

电子信箱 wyf@aucma.com.cn dmb@aucm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制冷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为国内冷柜、商用展示柜领先企业之一，是世界知名

制冷装备供应商。公司致力于全冷链产业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以冰柜、冰箱、生活电器等家用产

品为核心业务，以商用冷链产品、冷链物流装备、超低温设备、洗衣机、空调、自动售货机等为

发展业务，以新能源家电等为未来业务的多层次、多梯度产业格局。 

近年来，公司深入贯彻实施“互联网+全冷链”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制冷产业领域，形成了涵

盖通用（家用）制冷、商用冷链、生物冷链、超低温设备和装备、冷链物流设备等的全冷链产业

体系。并通过实施智慧家电生态圈、智慧冷链生态圈、智能制造工厂“三智”工程，打造线上线

下融合的赢商汇平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不断推动公司业务模式、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公



司积极推进生活电器与电动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生活电器产业致力于成为智慧家居产品的领

先者，电动车产业致力于“科技让骑行更美好”，引领行业“价值战”。目前，公司生活电器业务

主要为厨卫、热水器、小家电、净水机及智能家居等，电动车业务主要为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

车等。 

公司主要产品内销目前以“代理+直营（直销）”的营销模式为主，近年公司积极推进实施赢

商汇开放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整体营销能力，该平台基于销售（B2B、B2C）、物流（TMS）、

服务（CRM）、信息（SAP）四大平台，打造公司三店一体（官方商城、微商城、线下店）的 O2O

营销平台，通过将合作伙伴及用户资源与智慧家电产品及社会资源互联互通，实现平台与用户的

交互，达到创新营销，赢取财富的目的。产品外销以 OEM 为主，公司聚焦重点市场，积极开发自

有品牌客户，出口产品中自有品牌占有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还尝试推广跨境电商，并取得了

一定进展。 

报告期内，冰柜冰箱市场增长依然乏力，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2018 年冰

箱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2.0%，零售量同比下降 3.1%，冷柜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8.4%，零售量仅

同比增长了 2.5%。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人们更加追求生活品质，行业持续加强

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紧抓消费与产品结构升级机遇，家电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已

成为行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相对较晚，但发展迅

速，随着消费不断升级，冷链生鲜物流设备、商用展示（新零售）设备等智慧冷链产业亦面临难

得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等未

发生重要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114,891,015.36 4,898,172,408.56 4.42 4,159,914,747.62 

营业收入 5,645,158,338.66 4,661,967,639.03 21.09 3,750,644,7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9,900,873.31 32,690,185.99 113.83 23,955,5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455,815.97 770,553.11 4,501.35 7,377,7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42,806,824.38 1,795,010,787.14 2.66 1,762,320,60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8,340,909.38 83,726,627.19 160.78 165,805,792.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04 125.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04 125.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5 1.84 增加2.01个

百分点 

2.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96,473,579.72 1,658,920,627.42 1,407,635,485.34 1,282,128,646.1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324,923.21 29,687,086.31 -10,772,579.26 20,661,443.0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2,150,769.10 16,952,167.30 -16,415,202.96 12,768,082.5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5,788,373.42 125,719,278.33 441,062,386.55 -2,652,382.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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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8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0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4,924,900 308,417,225 38.59 44,416,244 质

押 

151,604,830 国有

法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69,569,220 8.71 0 无 0 国有

法人 

许志峰 8,492,953 8,492,953 1.06 0 无 0 其他 

毛路平 5,568,100 6,766,000 0.85 0 无 0 其他 

李科学 30,001 6,400,660 0.80 0 无 0 其他 

王树先 2,831,000 5,594,500 0.70 0 无 0 其他 



汤海贤 0 3,910,000 0.49 0 无 0 其他 

王伟光 2,417,036 3,657,136 0.46 0 无 0 其他 

张薇 18,200 3,418,200 0.43 0 无 0 其他 

王祥业 -951,771 2,890,000 0.3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45 亿元,同比增长 21.09%；利润总额 9976.01 万元，同比增长

74.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0.09 万元，同比增长 113.8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 51.15亿元，净资产 20.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0.6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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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

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

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6 户，详见“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

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减少 2 户，增加 2户。本年无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