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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号：（2017）014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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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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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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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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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384,606,412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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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贵电器 股票代码 3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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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震 许小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传真 0576-83938061 0576-83938061 

电话 0576-83938635 0576-8393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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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目标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连接与互联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各类电连接器、连接器组件及精密智

能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支持，公司从原来的单一产品“轨道交通连接器”延伸至“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通信

连接器、军工连接器”，并围绕各大领域纵深拓展，使得公司产品更加多元化，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进展顺利，整体经营状况良好，轨道交通、新能源板块业务保持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外延并购的

方式整合战略资源并获得通信板块的快速发展，随着军工板块业务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将推动公司业务的高速发展，形成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通信、军工四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确定采购原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并进行供应商评估与选择，采取批量采购和按需即时采购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定制化零部件采购和标准化零部件采购。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采购管理

制度，以规范原材料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和审批流程。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在获取客户中标通知书或签订合同后进行订单生产。另外，轨道交通领域会对

部分常规通用零部件进行备货生产，通信领域会根据客户需求提前安排常规型号产品的备货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为直销，根据区域的不同设立办事处或销售代表，直接面向各地的客户，保持与最终客户的面对面

沟通和快捷服务。公司以“直销”为核心，全面履行“科技连接未来”的使命，在轨道交通领域、新能源领域、通信领域、

军工领域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连接与互联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5,536.73 万元，同比增长 86.91%，利润总额 18,679.19 万元，同比增长 41.91%，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6,138.00万元，同比增长 40.6%。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翊腾电子的收购，并在 2016 年 6月完成并表，翊腾电子在报告期内持续保持其竞争优势，

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且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在报告期内实现了业绩承诺，带动通信板块收入爆发式增长。 

2、报告期内，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日益增长，新能源汽车连接器及相关产业需求不断上升，公司拥有坚实的技术基

础以及成熟的市场拓展能力，在宏观政策的影响下，公司新能源板块收入持续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充足技术储备，拓展客户资源，在国内轨道交通连接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不断纵深拓展，

丰富产品结构，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体验，为公司轨道交通板块收入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目前公司产品分布于轨道交通、新能源、通信、军工几大行业，现公司就 2016年以上几个行业情况做简要分析： 

1、轨道交通行业分析 

轨道交通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家重要投资方向，继续发挥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随着“一带一路”、“京

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国轨道交通

行业发展持续向好，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统计，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 年全国铁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015 亿

元，投产新线 3281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投产里程超过 1900 公里，新开工项目 46 个，新增投资规模 5500 亿元，到 2016 年

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2.4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2 万公里以上，沪昆高铁全线运营，云桂铁路、渝万高铁等重大项目

相继投产，“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形成。 

根据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 2016 年末，我国累计 30 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交通线路 134 条，运营线路 4153

公里，新增 18 条运营线路 535公里，创历史新高。2016年新增福州、东莞、南宁、合肥 4个运营城市。2016年作为“十三

五”开局之年，与“十二五”开局之年即 2011 年新增线路长度 288 公里相比，增长 85.8%；与“十二五”收官之年即 2015

年新增线路长度 445公里相比，增长 20.2%。 

2、新能源行业分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万辆，销售 50.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1.7 万辆和 40.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3.9%和 65.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9.9万辆和 9.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7%和 17.1%。 

新能源乘用车中，纯电动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3 万辆和 25.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3.1%和 75.1%；插电式混

合动力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8.1万辆和 7.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9.9%和 30.9%。 

新能源商用车中，纯电动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5.4 万辆和 15.2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0.2%和 50.7%；插电式混

合动力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8和 1.9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2.5%和 19.3%。2016年，广东、河北、河南、陕西、海

南等地积极出台新能源公交推广计划，加大新能源公交推广力度。 

3、通信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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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通信领域主要产品为精密连接器、结构件及线缆组件，属于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报告期内，全球物联

网产业持续发展，以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汽车、无人机、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基

于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的产业升级、产品创新、精益制造、智能制造等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和主题，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

新动力，全球通信行业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4、军工行业分析 

2016 年，军民融合改革在政策助推下进入快车道，为了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包括

军民融合纲领性文件等具体行动规划和指导意见陆续推出，随着更多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军民融合将纵深推进。 

（五）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从轨道交通连接器起航，深耕多年，在国内轨道交通连接器细分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在 2010 年开始布局新能源汽

车领域，并在近几年实现爆发式增长，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公司 2016年收购翊腾电子，实现与 3C领域的产业整合，在

精密连接器和结构件产品领域占据国内明显优势地位； 

截至本报告期末，轨道交通板块、新能源和通信板块占公司收入的比重基本持平。公司连接器市场的布局正日趋完善，

对单一轨道交通连接器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强对连接器新领域的突破，实现公司在各领域的多元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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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367,348.29 511,128,439.46 86.91% 384,067,44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380,020.87 114,783,273.83 40.60% 114,154,6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586,665.51 111,466,082.75 40.48% 110,346,43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56,130.90 55,734,248.71 -29.74% 110,778,837.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4 32.35%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4 32.35%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11.21% -2.22% 12.0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106,197,697.81 1,281,544,080.71 142.38% 1,152,020,80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6,891,068.49 1,072,123,787.39 148.75% 995,658,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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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01,962.31 182,252,158.64 282,509,609.90 349,703,6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63,259.96 34,196,344.22 48,876,282.87 54,344,13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18,031.90 33,538,708.57 47,819,462.96 52,310,46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3,025.91 2,282,763.70 18,403,319.33 5,037,0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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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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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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贵 境内自然人 15.71% 60,403,200 45,302,400   

浙江天台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1% 36,210,000 0   

范纪军 境内自然人 7.85% 30,201,600 22,651,200   

范正军 境内自然人 7.85% 30,201,600 22,651,200   

汪敏华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6,988,400   

卢素珍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6,988,400   

娄爱芹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6,988,400   

涂海文 境内自然人 4.26% 16,376,840 16,376,84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5,388,272 5,388,272   

安信基金－招商银行－西藏康

盛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5,388,272 5,388,2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范永贵、范纪军、范正军、汪敏华、卢素珍、娄爱芹组成的范氏家

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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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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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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宏观经济环境面临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公司经营管

理层带领全体员工，认真落实2016年度经营计划，加快创新步伐、强化内部协同、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新能源电动汽车、军工、通信等新领域新产品，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能力及销售队伍建设，巩

固公司的市场优势，同时，以同心多元化发展战略为核心，积极寻求合适的并购标的，不断丰富轨道交通市场产品线以及拓

宽连接器新领域市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 

2016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5,536.7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6.91%；实现营业利润18,119.84，较去年同期增长41.6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13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6%；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10,619.7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2.3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66,689.1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8.75%。 

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55,367,348.29 511,128,439.46 86.91% 合并口径扩大；公司2016年各板块业绩较去

年同期均上升，尤其是新能源与通信板块业

绩增幅较快。 

营业成本 562,547,081.25 281,006,665.19 100.19% 系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相应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66,074,449.51 34,972,622.37 88.93% 合并口径扩大；销售规模扩大，相应职工薪

酬、差旅费、运输费用及产品售后维护等费

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25,735,503.15 62,582,558.58 100.91% 合并口径扩大；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全部投入使用相应资产折旧及摊销

增加；还有一部分是并购重组评估增值折旧

及摊销。 

财务费用 -8,961,420.29 -9,776,133.41 -8.33%   

所得税费用 28,725,868.51 19,264,141.19 49.12% 系本期公司利润增加相应应纳税额增加。 

研发投入 54,318,634.45 32,126,075.49 69.08% 合并口径扩大；公司为拓展市场加大各板块

新产品的研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56,130.90 55,734,248.71 -29.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479,906.78 -307,347,459.67 -83.66% 系收购翊腾电子所支付现金对价及投资北京

万高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5,474,456.02 -38,317,500.00 2176.01% 系收到项目并购的定增资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0,260,078.36 -289,845,238.81 193.24%   

    2016 年，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进一

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为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销售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高度关注市场发展趋势和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将“生产

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作为公司市场经营方针。同时，通过前期市场走访，了解行业竞争态势，明确主要产品竞争对

手，分析其优势及不足，有针对性制定市场策略及提供产品附加服务，维持现有顾客的同时，有的放矢地进行市场开拓。并

积极做好市场开发与维护工作，通过不定期进行顾客回访，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各类顾客的需求以及永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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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满意程度，对顾客的问题或投诉及时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解决。 

研发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增强和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并取得了一定突破。2016年，公司投入

研发费用 5,431.8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69%；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并受理国家专利 110项，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专利授权 243项，其中发明专利 26项，实用新型专利 181项，外观专利 36项。公司根据项目

研究与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优化研发系统组织结构，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并在核心技术与相关产品上都取得了一定突破。

同时，公司努力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与机制，引进优秀研发人才，提高研发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

发团队。此外，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团队建设的同时逐步落实激励机制，维护项目和产品创新的基础。 

    生产方面，在满足客户交付的前提下，按照质量体系运行的要求，认真做好制度化和流程化建设，积极开展降本增效、

大力推行机器换人、精益制造和标准化安全生产，加强生产过程管控，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轨道

交通连接器建设项目”，绵阳永贵承建的“军工通信连接器建设项目”、“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建设项目”均建成投产，解决

了公司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和贮运场地不足的问题，满足公司研发、生产、组装、试验、测试、存放代运等工序的需要，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在内生式增长的同时，积极主动寻找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外延式增长机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提升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从公司实际工作出发，

完善培训工作，注重培训效果；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并逐步落地防范机制。 

战略投资方面，公司围绕着同心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在保持原有轨道交通板块业务稳定的同时进一步积极拓展新领域市

场。2016年 1 月，公司合资设立江苏永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BMS系统领域。2016年 7月，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翊腾电子事项实施完毕，翊腾电子业绩自 2016年 6月开始实现并表，公司快速切入 3C连接器及

精密结构件领域。2016年 9 月，公司收购重庆瑞轩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更名为重庆永贵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公司参股北京万高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在轨道交通领域纵深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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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连接器 265,279,835.48 159,364,678.15 60.07% 15.64% 13.79% -0.98% 

电动汽车连接器 315,445,735.07 104,094,542.60 33.00% 74.29% 49.20% -5.55% 

通信连接器 286,458,900.14 90,863,581.51 31.72% 291.28% 1091.7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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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本期金额为95536.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6.91%，主要是由于：1）本公司全资收购翊腾电子公司，将

该公司2016年6月--12月的收入纳入合并范围，使公司收入同比增加约48.78%，2）子公司四川 永贵本期收入增加，使公司

收入同比增加约31.58%。 

    （2）营业成本本期金额56254.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19%，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增加导致成本相应增加。 

    （3）销售费用本期金额6607.44万元、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2573.55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88.93%、100.91%，主要

是由于收购翊腾电子公司及业务扩张相应运行费用增加、研发费用投入加大、募投项目完工投入使用相应折旧摊销费用等增

加所致。 

    （4）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本期为161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0.6%，主要是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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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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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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较上年度相比，增加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江苏永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永贵

交通设备有限公司3家子公司以及四川永贵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洛阳奥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博润贸易有限公司等3家孙公司

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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