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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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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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绍春

独立董事

被委托人姓名

工作原因

易颜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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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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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61,350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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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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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宏丰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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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学文

樊改焕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大桥工业区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大桥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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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下片区

塘下片区

传真

0577-62876808

0577-62876808

电话

0577-62876828

0577-62876828

电子信箱

zqb@wzhf.com

zqb@wzh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作为国内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内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具备从各种电接
触材料的制备到一体化电接触组件加工的完整的产品体系，能够满足所有低压电器的性能要
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元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一体
化电接触组件三大类。
公司产品的国内主要销售对象为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等，国际销售对象为
施耐德、艾默生、森萨塔、西门子、伊顿、GE等知名电器生产厂商，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电
器、家用电器、交通和控制机械、信息工程等领域，如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工业控制
等产品中，是电器开关完成导通、分断电流功能的载体，其电接触性能是影响电气与电子工
程可靠性的关键，是低压电器中的核心部件，被业界称之为低压电器的“心脏”。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制造企业，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C38）。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工合金分会
为本行业的自律管理机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行
业准入门槛较高，但本行业属开放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经过多年的快速成长，本行业
已进入发展的成熟期。电接触材料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
将会促使电接触材料行业进一步发展。
2）周期性特征
电接触材料作为各类电气电子产品的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电接触材料产品的需求多表现为硬需求，行业周期性与国民经济景
气度及周期性相关。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为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等国内知名企业提供优质产品服务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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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持续不断地加强研发投入，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
术、经验、人才和市场优势，技术工艺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部分产品技术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元件及组件的生产企业之一，
同时也是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主要参与企业之
一，具有一定的行业领先优势。近年来，随着公司外销规模的不断拓展，公司对艾默生、西
门子、森萨塔等世界知名企业的销售额正逐年上升，产品远销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
计2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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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2016 年

调整后

779,278,100.40 627,864,096.83 627,864,096.83

调整后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4.12% 668,496,361.35 668,496,36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261,038.16

5,717,519.16

4,220,705.77

474.81% 23,263,461.19 23,263,4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304,736.50

1,202,355.38

1,202,355.38

1,921.43% 16,358,238.32 16,358,238.32

-150,982,979.05 51,822,884.33 50,654,037.86

-398.07% 44,169,439.44 44,169,43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0.01

500.00%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0.01

500.00%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0%

1.04%

0.73%

3.17%

4.25%

4.25%

2015 年末

2016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调整后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056,646,315.
64

15.66% 889,436,315.17 889,436,315.17

563,819,571.68 544,193,092.14 611,907,746.11

-7.86% 559,193,640.46 559,193,640.46

1,222,071,225.23 834,640,580.5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新科特材控制权，将其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于合并前新科特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合并前后新科特材均受公司控制人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公
司收购新科特材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需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 2016 年度期初数
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以客观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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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0,487,187.36

183,746,187.13

222,858,658.91

242,186,06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1,182.56

12,115,790.01

14,393,422.43

-5,519,35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32,506.69

12,648,761.76

14,125,946.37

-6,202,478.32

-19,852,482.63

-32,039,762.03

-74,592,841.79

-24,497,89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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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收购温州新科特种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由于上述交易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故本公
司对各季度数据进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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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9,994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0,25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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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

境内自然人

58.30%

241,580,1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3.81%

15,800,000

林萍

境内自然人

3.73%

余金杰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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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85,075 质押

78,850,000

15,444,000

15,000,000 质押

15,000,000

2.65%

10,979,550

10,510,312 质押

10,354,5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嘉实事件驱
法人
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0%

6,613,793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境内非国有
信量化中小盘
法人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7%

6,108,45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27%

5,281,950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0.76%

3,138,241

吕良丰

境内自然人

0.68%

2,83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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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
境内非国有
集团资产管理
法人
有限公司

0.46%

1,903,3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陈晓、林萍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动的说明
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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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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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7,927.81万元，同比上升24.1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4,502.33
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0.78%；2016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6.10万元，同
比上升474.81%，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430.47万
元，同比上升1,921.43%。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得产品销售量稳步增长，同时
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较上年上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963.5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3.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工资薪酬、运费等相应费用比上年增加；管理费用6,846.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4%，主
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工资薪酬、折旧等费用比上年增加；财务费用为1,273.64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14.4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借款增加，同时相应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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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098.3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8.0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受公司主要原材料白银价格上涨和公司销售量增加的影响，公司支付
经营生产需要的周转材料金额增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97.81万元，比上年
增加51.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4,945.86万元，而上年公司
投资了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00.00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517.76
万元，比上年增加124.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上年增加，公司偿
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15,893.16万元。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根据2016年的主要工作计划，公司重点完成了以下
工作：
（一）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换届选举
报告期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为规范公司治理，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及需要，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及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监事
会和管理团队的换届选举工作，制定和修订了部分内控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健全了内部管控。
（二）完成了对温州新科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的收购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实现资源整合和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公司结合市场发展情况、自身的发展战略及现有业务需求，2016 年10月，公司
完成对温州新科特种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工作，新科特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收购完成后，公司借助新科特材已建成的现代化厂房对公司现有业务和工艺流程整合，实现
集中生产和金属基层状复合材料的规模化生产。通过本次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和业务渠道，促进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
（三）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实现行业内优质资源整合
2016年，公司在德国汉诺威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有效提升产品供货速度和效率，为客户
提供了更优质的技术及服务，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016年，
公司成功收购了行业内世界三巨头之一优美科科技集团旗下的优美科科技材料（苏州）公司
的资产，实现了优质资源整合，推动公司做大做强。
（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
合材料及元件、一体化电接触组件等方面发展势头良好，各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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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
由于公司在市场开拓方面的不懈努力，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增长较快。2016年颗粒及
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产量86.52吨，销量83.70吨，产销率为103.37%；该类产
品产量较上年增长13.16%，销量较上年增长16.05%；报告期内该类产品销售额为23,250.00万
元，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为29.83%，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44%；该类产品毛利率15.09%，较上
年同期相比毛利率增加了4.59%。
2、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
2016年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产量649.35吨，销量615.66吨，产销率为
105.47%；该类产品产量较上年增长21.29%，销量较上年增长14.22%；报告期内该类产品销
售额为13,122.00万元，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为16.84%，与上年相比下降了0.98%；该类产品毛
利率20.74%，较上年同期相比毛利率增加了5.82%。
3、一体化电接触组件
2016年一体化电接触组件产量1943.27吨，销量1849.10吨，产销率为105.09%；该类产品
产量较上年增长9.03%，销量较上年增长6.66%；报告期内该类产品销售额为38,130.33万元，
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为48.93%，与上年相比下降了0.22%；该类产品毛利率20.28%，较上年同
期相比毛利率增加了5.61%。
（五）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围绕转型升级，注重创新驱动和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2,630.35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38%。报告期内，公司组建的“浙江省宏丰功能性复合材料研究院”，被
评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研发的“环保型AgSnO2-Cu-Fe电接触复合材料(高端装备核心材
料)”，被认定为2017年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国内首台（套）产品；研发的“纤维状结构
银基电接触材料”，获得首届浙江省专利金奖；研发的“环保型银基电接触材料及元件、低成
本制造技术与产业应用”，被评为2016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公司还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开发应用上加大了力度，如环保型陶瓷增强银基电接
触材料、高性能银钨类电接触材料、连带自动焊接机、Ag/T2一出四等新产品、新工艺、新设
备的推广应用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通过深入建设省级重点企业技术研究院、低压电器试验站和博士后工作站等，不断推进
新技术、新专利的申报，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的研发及储备，保证了客户对电接触功能
复合材料的需求以及相关的生产、测试服务，为今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六）市场拓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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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大对新市场和国际中高端市场的开拓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报告期内，公司通
过了西门子、海格等国际知名客户的现场审核，成功进入上述公司的产品配套体系；积极参
与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等客户最新产品配套供应，如正泰昆仑项目的成套产品，
德力西领航者的双金热敏元器件产品等；成功拓展了银轮股份、吉丽特等汽车部件领域客户
的产品线，一些新项目陆续实现同步开发或小批量供货。
2016年新增客户103家，其中工业电器行业84家，汽车电器行业3家，消费电子行业16家；
其中外资企业5家，内资企业98家，对新增客户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为2.85%。公司外
销占比正逐年上升，由2015年的5,599.69万元人民币升至2016年的6,084.78万元人民币，外销
收入同比增长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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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颗粒及纤维增强
电接触功能复合
材料及元件

232,499,996.15

197,426,268.89

15.09%

18.43%

12.36%

4.59%

层状复合电接触
功能复合材料及
元件

131,220,025.20

104,007,104.54

20.74%

17.29%

9.27%

5.82%

一体化电接触组
件

381,303,319.15

303,967,072.15

20.28%

23.55%

15.43%

5.61%

34,254,759.90

36,447,586.33

-6.40%

210.14%

195.65%

5.22%

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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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7,927.81万元，同比上升24.12%；营业成本64,184.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7.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6.10万元，同比上升4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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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上升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是由于公司产品销售量增长且产品销售价格随材料价格上
涨而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使得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库存材料成本价格
增长的幅度滞后于销售价格的增幅，导致产品销售毛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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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税金及附加

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
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
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953,237.22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
金额1,953,237.22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
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
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
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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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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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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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新增2家单位：
①合并范围增加：新设公司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宏丰电工材料（德国）有限
责任公司

设立

2016年7月

51万欧元

100%

②本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万元
企业合
构成同一控
被合并 并中取
制下企业合
方名称 得的权
并的依据
益比例
宏丰特
材

65%

达到控制

合并日

2016.12.2

合并当年年
合并当年年初 比较期间 比较期间被
合并日的 初至合并日
至合并日被合 被合并方 合并方的净
确定依据 被合并方的
并方的净利润 的收入
利润
收入
完成股权
转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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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47,461.61

0

-2,302,789.8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