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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5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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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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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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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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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doyin.com fjy@doy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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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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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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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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发展情况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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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828,044,036.13 637,397,258.54 29.91% 584,211,86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851,719.75 100,362,781.97 15.43% 81,787,38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467,561.04 86,822,670.71 27.23% 82,260,87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74,961.14 72,742,004.88 40.60% 58,122,83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5 5.45%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5 5.45%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7% 17.86% -1.69% 26.1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98,926,875.96 812,892,740.59 10.58% 549,600,3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4,185,289.51 698,333,569.76 8.00% 339,496,3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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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49,184.54 243,070,838.33 192,290,503.57 202,633,50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660,054.05 40,308,742.61 28,016,939.07 22,865,98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63,350.75 38,773,284.66 27,285,561.21 21,845,36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873,321.57 77,043,287.42 -10,455,506.85 75,560,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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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2 年度报告披露日 19,062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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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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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74,800 75,074,800   

李雪琴 
境内自然

人 
10.17% 20,338,400 20,338,400 质押 16,300,000 

方东晖 
境内自然

人 
8.19% 16,380,000 16,380,000 质押 16,379,998 

方洁音 
境内自然

人 
8.19% 16,380,000 16,380,000   

温岭市大任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7% 6,142,400 6,142,400   

邵雨田 
境内自然

人 
1.90% 3,800,200 0   

江小伟 
境内自然

人 
1.00% 1,997,000 0   

叶春秀 
境内自然

人 
0.59% 1,178,900 0   

杨忠保 
境内自然

人 
0.43% 860,494 0   

朱富林 
境内自然

人 
0.40% 791,600 593,700   

钟薇薇 
境内自然

人 
0.40% 791,600 0 质押 79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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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杨忠保所持的 860,494 股份中有 199,5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

其余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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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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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扩大公司产能，深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使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持续增

长的良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8,044,036.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5,851,719.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3%；基本每股收益为0.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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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水资源匮乏、干旱化程度

加剧、地表水污染情况趋于严重、地下水使用量不断增加以及高效率现代化机械打井方式逐渐普及的行业背景下，公司将充

分利用在技术、质量、品牌和市场方面的竞争优势，扩大生产规模，强化自主品牌，重点研发太阳能井用潜水泵、变频井用

潜水泵、大功率大流量高扬程环保型井用潜水泵、大型多级离心泵、泵成套设备等拥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项目。

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外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快国内市场的开拓，使公司成为在全球市场有较大影响力的井用潜水泵生产企

业。  

公司的核心产品为井用潜水泵，2017年度井用潜水泵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0.16%。近年来，在全球水

资源匮乏、干旱化程度加剧、地表水污染情况趋于严重的大背景下，井用潜水泵的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公司的业务规模、盈

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望稳步提升。公司年产100万台潜水泵上市募投项目已达预定可使用状态。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

未来发展规划，公司于2017年6月启动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的年产200万台潜水泵项目建设，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进

一步提高公司产能，符合公司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以及获得持久经济效益的战略目标。此外，该项目新增的太阳能潜水泵，

有利于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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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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43,710.03 103,843,939.02 31.25% 27.51% 25.32% 2.04% 

配件 88,134,774.53 12,949,759.35 29.13% 43.85% 36.9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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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8月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并于2017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具体情况如下： 

  变化情况：变更前按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

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中的规定执行。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中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2月15

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原因：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影响：根据财政部印发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求，公司在利

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

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报告期中，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金额1,140,908.28元，冲减相关费用的政府补助金额0.00元。计入营业外收支的政

府补助金额99,628.74元。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本次修订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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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秀宝 

                                                                     201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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