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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4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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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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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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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音股份 股票代码 00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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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小桃 方洁音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电话 0576-81609998 0576-81609998 

电子信箱 fxt@doyin.com fjy@doy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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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从事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核心产品为井用潜水泵。公司的收入及利润主要

来源于井用潜水泵。 

井用潜水泵是电机与泵体直联一体潜入水中工作的通用提水机具，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取水、农林灌溉及工厂、矿山给

排水等领域。井用潜水泵要在井下深水区作业，承受很强的气压，这对电机的密封性能以及零部件的抗压性能、散热性能、

设计制造精度要求非常高。 

公司主要实行订单式生产模式和经销商销售模式。近年来，凭借突出的研发能力和优良的产品品质，公司产销规模逐年

快速增长，目前已与非洲、亚洲、欧洲等地区的一百多家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突破产能瓶颈，

加强技术研发，拓展销售区域，管控原材料价格，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利润的稳步增长。 

由于井用潜水泵主要满足的是人们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其需求具有相对刚性，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随着全球水资

源匮乏、干旱化程度加剧、地表水污染情况趋于严重、地下水的使用量不断增加以及高效率现代化机械打井方式的逐步普及，

井用潜水泵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 

公司井用潜水泵销售规模在国内井用潜水泵生产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具备技术、质量、品牌等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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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37,397,258.54 584,211,860.09 9.10% 537,325,77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362,781.97 81,787,382.39 22.71% 63,959,3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822,670.71 82,260,870.61 5.55% 64,428,80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742,004.88 58,122,830.45 25.15% 41,830,87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1.09 0.00%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 1.09 0.00% 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6% 26.13% -8.27% 22.5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12,892,740.59 549,600,311.41 47.91% 447,860,16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8,333,569.76 339,496,382.20 105.70% 315,458,9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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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74,232.17 197,886,275.18 147,287,040.90 151,649,71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31,735.42 37,034,650.17 22,541,136.90 25,255,25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02,932.02 31,430,060.84 22,081,705.28 18,607,97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9,333.66 36,333,184.85 -31,782,937.32 63,012,4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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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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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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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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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宝 境内自然人 37.54% 37,537,400 37,537,400   

李雪琴 境内自然人 10.17% 10,169,200 10,169,200 质押 7,150,000 

方东晖 境内自然人 8.19% 8,190,000 8,190,000   

方洁音 境内自然人 8.19% 8,190,000 8,190,000   

温岭市大任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3,071,200 3,071,200   

邵雨田 境内自然人 2.25% 2,250,100 2,250,100   

江小伟 境内自然人 2.25% 2,250,100 2,250,100   

叶春秀 境内自然人 2.25% 2,250,100 2,250,100   

朱富林 境内自然人 0.40% 395,800 395,800 
质押 212,000 

质押 360,000 

钟薇薇 境内自然人 0.40% 395,800 39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控股股东方秀宝与自然人股东李雪琴系夫妻关系，方洁音为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女，方东晖为

方秀宝和李雪琴之子，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方秀宝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悉上述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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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公司经理层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根据董事会的决策部署，有序推进上市募投项目建设，努力提高研发能

力，适时优化市场布局，持续深化内部管理，实现了销售收入、利润的稳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739.73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9.10%；研发投入2,429.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36.28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22.71%。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标志着公司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报告期内，技术研发方面，公司瞄准高端水泵，丰富产品系列，加大了环保型、智能型产品的开发力度；生产方面，年

产100万台潜水泵上市募投项目投产后，解决了制约公司发展的产能瓶颈问题；销售方面，公司基于均衡化市场布局的战略

考量，大力拓展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区域市场，使销售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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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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用潜水泵 516,633,674.58 82,863,992.83 29.21% 9.34% 3.12% -0.99% 

小型潜水泵 35,459,878.40 5,689,493.74 29.22% 62.70% 74.26% 2.61% 

陆上泵 19,894,270.16 2,610,448.89 23.90% -34.11% 2.85% 8.97% 

配件及其他 61,268,676.69 9,455,588.98 28.11% 8.36% -1.30% -1.99% 

其他业务 4,140,758.71 7,683.62 0.34% 30.98% 81.3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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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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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1.65% 至 73.84%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2,200 至 2,70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53.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年产 100 万台潜水泵募投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底投产，

项目运营情况良好。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秀宝 

                                                                        2017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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