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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18-040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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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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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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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年 12 月 31 日

的公司总股本 66,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发 6,668,000.00元，公司剩余

未分配利润转至下一年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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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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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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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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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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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电路保护元器件的需求稳步增长。物联网、新能源、智能电网、高速铁路、通讯、数字技术等新

技术正推动电子电力行业发生革命性变革，电子电力行业将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电路保护元器件

是各种电路系统的安全性元件，电子电力行业的高速发展将拉动电路保护元器件的市场需求。同时，世界

各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电子电力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不断提高，需要相应地提高电路保护元

器件的使用密度，从而带动电路保护元器件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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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72,009.32 153,781,872.13 10.27% 156,938,25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75,614.30 21,404,898.01 6.40% 29,713,48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56,597.98 18,817,297.11 8.18% 26,761,82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62,100.12 35,731,055.01 -40.21% 32,533,97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2 6.2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2 6.25%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5% 5.41% 0.14%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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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52,934,585.78 433,326,946.67 4.52% 512,382,08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8,673,881.03 403,899,347.95 3.66% 387,988,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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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57,369.26 51,574,013.55 44,445,701.58 37,794,92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9,402.00 10,866,083.50 7,616,527.46 413,60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7,882.54 9,554,368.04 6,654,334.11 560,01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8,675.75 2,802,317.06 6,256,983.93 3,004,1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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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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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7% 28,985,740 0   

旭昇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96% 17,310,000 0 质押 16,650,000 

渤海证券－工

商银行－渤海

分级汇鑫 10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99% 1,992,957 0   

张朝峰 境内自然人 2.88% 1,921,072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聚鑫文

鼎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1% 1,810,000 0   

赵春荣  2.32% 1,546,101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国

投中财文鼎一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其他 1.50% 1,002,3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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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7% 979,4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瑞阳 2017

－6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29% 862,500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 62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7% 513,8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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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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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

发起人股东与上述其他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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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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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张朝峰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1,921,07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赵春荣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46,10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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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经济持续扩张，通胀总体温和。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韧劲。公司本着依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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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169,572,009.32 153,781,872.13 10.27% 

营业成本 96,065,252.29 91,724,432.06 4.73% 

利润总额 28,868,401.65 24,751,788.64 16.63% 

净利润 22,775,614.30 21,404,898.01 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62,100.12 35,731,055.01 -40.21%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57.2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27%；实现净利润2,277.56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6.4%，主要原因是电力熔断器市场开发取得积极成效。 

 (二)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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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不断深入研究，同时，2017年和厦大新开展了“助

焊剂”研究开发项目研究。 

对于电动汽车电源管理系统的过电流保护领域加大投入研究，紧跟光伏发电领域包含集中式电站和分

布式发电项目优化设计和提高发电效率的行业发展趋势并研究开发新品，为在这些新能源领域持续研究开

发合适可靠的熔断器系列产品。  

2）新品开发方面，公司2017年取得成果包括： 

开发出了23N 10-20A 125V/250V系列,满足一些客户电源设备大功率小型化的需求。  

开发出了快速型500V小型保险丝管6HF系列,满足市场对于产品小型化和功率提升的需求。 

开发出了1500V DC的 HC10LPV系列和 HC10LPV-CT系列（适合导线压接连接），满足了光伏发电厂提

高电压提高发电效率的需求，适用于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光伏汇流箱、光伏逆变器产品及一些分布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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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发电项目。同时开发推出了电压提高到1100V 的圆筒帽型的HC10gPV系列和方管型的NH2gPV系列，适合

一些优化设计的光伏发电站项目，适合其提高发电效率和优化发电站投入产出比的设计和运行需求。 

开发出了低电压大额定电流的半导体低压熔断器系列HC10NM，适用于烘箱、商用空调及一些机械设备

等大功率设备的短路保护。 

开发出了HC10EV-B 700V 32A系列，产品适用于电动汽车直流转换环节等的保护等，丰富了我们电动

汽车熔断器产品系列。 

3）进一步实现了一些超小型系列产品自动焊接工艺，自动化率进一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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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新申请了6项实用新型专利。2017年

新取得了1项发明专利授权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5)公司重视研发创新，依托较为健全的研发开发机制，持续重视着力进行研发成果转化。专利号

ZL201320197259.0“一种熔断体”专利在近几年应用于实际产品开发并取得优异的成效，2017年该专利获

得第六届厦门市专利奖三等奖。 

（三）2018年经营计划 

为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完成公司2018年经营计划目标，提升公司持续成长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公司依据自身及行业的发展状况，拟定了如下具体计划和措施： 

1、加快自动化进程 

1）加大精密工艺研究投入，注重工艺流程的革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新产品的开发能力、

品质控制和制造技术得到持续提高。 

2）积极推进产品自动化进程，进行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持续推进精益生产，

稳步推进自动化项目，确保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生产管控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制造成本，以

应对未来逐渐上升的人工成本和用工难的问题，提升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和耐久性。 

2、提升设备的制造能力和功能 

改造提升设备的在线检测功能，提升设备的能力和精确度，提升产品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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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58,133.90 60,892,159.58 41.27% 10.23% 3.76% 3.66% 

管座/管夹 11,297,091.37 4,501,775.58 39.85% 30.50% 27.46% 1.43%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其他业务 7,949,874.17 6,295,543.40 79.19% -15.03% 12.8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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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2017年度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号文，对《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该规定自2017

年6月12日起实施，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

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 

 

 

 

 

 

 

 

 

董事会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准则，对

2017年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营业外收入”科目

减少2,140,297.04元， “其他收益”科目增加

2,140,297.04。 

本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衔接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不对

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2）2017年度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

知（财会〔2017〕13号）。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

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准则，在利

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其他收益”、“持续经营

净利润”、“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1）对2016年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营业外收

入”减少484,606.94元,“营业外支出”减少308,246.65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持续经营净利

润”21,404,898.01元，“终止经营净利润”0元； 

（2）2017年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营业外收入”

科目减少5,378.25元， “营业外支出”科目减少228，

642.80，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持续经营净利

润”22,775,614.30元，“终止经营净利润”0元。 

（3）2017年度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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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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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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