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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17-012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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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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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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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利来 股票代码 00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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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伟星 朱锦宇 

办公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 829 号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 829 号 

电话 86-592-5772288 86-592-577228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ollyfuse.com securities@hollyfus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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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自公司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一直致力于熔断器、自复保险丝等过电流、过温电路保护元

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积极向过电压电路保护领域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已涵盖管

状熔断器、径向引线式熔断器、SMD 熔断器、电力熔断器及自复保险丝五大类产品。公司是中国电路保

护元器件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国内产品线最齐全、销售规模最大的全球知名熔断器生产商。 

（二）行业发展现状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993 年-2019 年二十多年间，在前十个年度电路保护元器件的市场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呈平稳增长；

自 2003 年起，受益于世界各国对电子电器产品自身安全性提高的诉求，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型数码产品、

通讯技术、新能源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路保护元器件市场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2014 年到 2019 年间，

全球电路保护元器件市场的需求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5.5%，到 2019 年全球电路保护元器件总需求量将

达到 1,528.43 亿只；销售金额年复合增长率为 3.3%，到 2019 年市场总额将达到 66.97 亿美元。 

我国虽已成为电路保护元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但因为欧美日企业控制着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及绝大多

数专利技术，除公司及少数几家较大型企业外，很少有企业能够进入该行业与欧美日企业形成有效竞争。

在全球范围内，电路保护元器件行业形成了欧美日企业为第一层次、以本公司为代表的迅速发展的少数企

业为第二层次、在低端产品领域激烈竞争的众多中小企业为第三层次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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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81,872.13 156,938,258.93 -2.01% 173,276,55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404,898.01 29,713,484.52 -27.96% 34,847,82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17,297.11 26,761,820.57 -29.69% 31,619,01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731,055.01 32,533,978.12 9.83% 45,128,79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5 -28.89%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5 -28.89%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7.86% -2.45% 15.2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33,326,946.67 512,382,084.25 -15.43% 479,959,63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3,899,347.95 387,988,712.08 4.10% 370,344,8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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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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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4,817.59 44,514,196.49 38,610,011.83 39,302,84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81,877.93 5,442,963.97 8,231,875.25 6,348,18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6,153.94 4,174,902.32 7,478,872.45 6,367,36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81,936.66 2,335,918.08 16,204,133.01 13,409,0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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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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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利来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24% 31,500,000 31,500,000   

旭昇亚洲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24% 17,500,000 17,500,000 质押 17,500,000 

渤海证券－

工商银行－

渤海分级汇

鑫 6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6% 1,376,137    

渤海证券－

工商银行－

渤海分级汇

鑫 7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99% 1,326,494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其他 1.49% 99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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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国投中

财文鼎一期

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7% 979,400    

单奕 
境内自然

人 
0.71% 475,680    

北京旭日恒

业广告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7% 382,297    

余江县衡明

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6% 375,000    

余江县乔彰

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4% 35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余

江县衡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厦门衡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余江县

乔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厦门乔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其

中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与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三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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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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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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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世界经济仍维持低速增长态势，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

结构调整。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公司下游市场需求减少。为此，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应对，本着依法

经营、为股东寻求最大回报的理念，依托公司的人才及技术管理、产品质量、资金实力、市场开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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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继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并强化供应链管理、费用预算控制等方面

的调控力度，为实现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力量。 

（一）2016年度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53,781,872.13 156,938,258.93 -2.01% 

营业成本 91,724,432.06 89,877,130.57 2.06% 

利润总额 24,751,788.64 34,620,327.75 -28.51% 

净利润 21,404,898.01 29,713,484.52 -2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731,055.01 32,533,978.12 9.83%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378.1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01%，实现净利润2,140.49万元，比去年

同期减少27.96%，主要原因如下： 

1、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放缓，订单有一定比例的下降。 

2、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针对部分客户、部分产品的销售单价有所下调。  

3、公司搬迁至新办公楼及厂房后，折旧、税金等显著增加，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2016年度主要完成的工作 

1）在增加研发投入、开拓研发渠道方面，公司2016年建立了分断能力试验室，满足了小型熔断器全系

列产品的分断能力试验和低压熔断器部分熔断参数试验的需要,提升了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厦门大学合作的

“电流保险丝钎焊焊锡溢出的解决方案”研究开发项目，在材料改善方面开发出了较有希望的合金配方,但仍

处于试验阶段,后续会继续结合在设备方面的改善协同进行。 

2）新品开发方面，公司2016年取得成果包括： 

开发出了23S系列,满足手机充电器市场一些充电器厂家希望我们25S系列小型化,实现其产品进一步小

型化和优化电路板布局需求。  

开发出了大额定电流( 20A, 分断能力100A)单帽的陶瓷管超小型保险丝管23N系列，满足市场对于电源

产品小型化的需求。 

开发出了1500V DC 熔断器座 HC141B,NH2XLPV NH2XLPV-B满足了光伏发电厂提高电压提高发电

效率的需求，适用于光伏汇流箱和光伏逆变器产品。 

开发完成了大额定电流的半导体低压熔断器H3BD H3FD系列,适用于变流器等大功率设备的短路保护. 

开发出了150V AC/DC低电压的半导体熔断器 HBA系列,产品适用于景点旅游车、通讯电源设备、大功

率储能电池等的保护等。 

低电流值的电流保险丝由于导体极细易在运输、存储和应用中出现开路损坏问题，且制造成本较高。

我们结合我们的发明专利开发出了具有高的分断能力的可恢复保险丝和超小型电流保险丝管组合的复合

保险丝CF3系列，其可替代一些几十毫安至200毫安范围内的电流保险丝， 特别是同时含有较高的脉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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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合，其适用场合诸如信号灯、仪器仪表以及一些高品质的Led灯的保护。 

3）实现了5ET毫安级系列产品、5RT系列产品和其他一些超小型系列产品自动焊接工艺，结合设备 

开发提高了自动化率，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品质。 

4）对于熔断体结构、材料和部件的优化进行了研究，在2016年度申请了5项实用新型专利。2016年取

得了1项发明专利授权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5)公司重视研发创新，依托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创新管理机制，在2016年度被评为厦门市“知识产权试点

企业”、“企业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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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断器 
133,862,100.6

7 
50,336,006.15 37.60% -3.33% -11.62%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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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1,404,898.01元，较上年下降了27.96%。主要原因如下： 

1、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放缓，销售订单有一定比例下降。 

2、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公司针对部分客户、部分产品的销售单价有所下调。 

3、公司搬迁至新办公楼及厂房后，折旧、税金等显著增加，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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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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好利来（厦门）电路保护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6-6-23 2,000,000.00 100%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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