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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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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的公司股本总数 83,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4,470,000 元，剩余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分配。同时，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全部以公司股票

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进行转增），共计转增 33,520,000股。上述方案尚待 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元泵业 603757 报告期内无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朴乐 俞文 

办公地址 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 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 

电话 0576-86441299 0576-86441299 

电子信箱 dayuan@dayuan.com dayuan@dayu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量产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

小型潜水电泵、井用潜水电泵、陆上泵等产品为代表的农用水泵，该类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农林畜



牧、生活服务、房屋建筑、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经济与社会领域；另一类是以家庭水循环泵、

化工泵等产品为代表的屏蔽泵，屏蔽泵主要用于热水或其他特殊介质（如有毒有害介质）的输送

与循环，具有低噪音、无泄漏、高可靠性等特点。报告期内，公司屏蔽泵业务板块经过前期的技

术积累与市场验证，开始实现加速放量增长，对应业绩获得显著提升。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1、采购模式：公司通过不断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去管理合格供应商，通过询价比价、竞价招标等

方式确保公司采购议价能力；公司销售部门按月进行订单预测，生产部门结合销售需求预测和成

品库存情况编制生产计划，物控部门结合生产需求和余料库存制定和执行采购计划；在采购过程

中，对基础性、通用性物料视情况进行合理备货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2、生产模式：对于农用水泵产品，公司根据产品市场需求的季节性、周期性和公司的生产能力等

因素，主要采用以按库存生产模式为主、按订单生产模式为辅的生产模式；对于屏蔽泵产品，因

下游客户对于产品的用料、技术特性、包装等方面有较强的定制性要求，故一般采用按订单生产

为主、按库存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因公司产品应用范围广泛，下游客户众多，最终客户分散，故公司在销售模式上采

取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模式。公司目前依靠直销模式进行销售的主要为壁挂炉用热水循环屏

蔽泵、化工屏蔽泵、空调制冷屏蔽泵，所对应的下游客户明确、集中，适宜采用直销模式，同时

可达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目的。 

（三）行业情况 

1、公司所属行业从大类上来看属于通用机械设备之泵行业，从行业细分来看，属于农用水泵及屏

蔽泵行业。 

2、农用水泵行业近年来整体处于平稳增长的发展稳态：一方面，因为全球水资源的匮乏、干旱化

程度加剧、地下水使用量增加等因素使得传统农用水泵、井用潜水泵的市场需求得到刚性支撑；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下的新一代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与偏好程度开始逐步提升，而各国国家

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于节能环保的要求不断加强，在细分领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与突破的领先型企

业有望凭借高可靠性、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及渠道和品牌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展望未来，一

方面，国家和中央已从顶层战略设计上推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高质量、高效率地发展，农村更

美好地发展”目标都将有助于本行业获得景气度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已在细分行业取得龙头地

位、特别是已登录公开资本市场的企业将有望凭借其技术积累和资本优势，持续加强产品研发，



加速对外扩张，在高端泵技术领域和高利润区市场有机会与国外领先企业展开竞争。 

3、屏蔽泵本年内在部分细分领域取得显著增长，国内领先型企业在此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领先

技术水平：在家庭水循环泵市场，受益于“煤改气”、“煤改电”政策的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替

代趋势有效助推燃气壁挂炉行业（壁挂炉泵）获得高速增长。预期未来此一因素叠加消费升级等

因素共同驱动下，我国南方居民对于冬季采暖需求的增加及全球化市场的到来将助推此市场继续

得到稳定增长，而未来该领域产品技术将有望朝节能化、智能化、家庭物联网化方向发展并取得

突破；在化工屏蔽泵市场，下游化工行业的复苏趋势有望带动此市场景气度提升。从竞争格局来

看，国内领先企业过去不断进行的技术和品牌积累，已使得在此领域的技术国产化替代成为确定

性发展趋势。 

4、公司多年来深耕农用泵市场，在农用水泵市场具有完全自主创新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和全球、

多渠道销售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农用水泵产品转型升级，并加强了在国内的品牌推广

力度，是国内领先的农用品牌水泵提供商；公司是家庭水循环屏蔽泵的领军企业，在燃气壁挂炉

泵市场占有龙头地位，公司在化工屏蔽泵技术上已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在市场上已积累了一批

优质的下游客户，是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用泵、核电用泵的优秀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正式进入

大型石化类央企采购企业名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173,061,362.64 622,218,646.40 88.53 507,117,009.53 

营业收入 1,123,232,667.21 767,446,803.08 46.36 636,791,74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9,430,823.97 122,884,097.99 46.02 64,748,47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1,025,826.53 115,236,019.81 48.41 61,990,78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94,433,742.52 339,797,018.55 163.23 242,032,92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5,117,718.63 120,420,212.97 20.51 85,440,95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51 1.96 28.06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51 1.96 28.06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65 43.49 减少11.84个百分

点 

30.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3,272,342.82 262,174,599.31 306,433,622.97 351,352,10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008,594.44 40,571,803.98 52,856,656.96 54,993,76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0,569,690.78 40,544,301.51 50,753,931.40 49,157,90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92,110.73 9,453,027.53 56,225,647.81 77,946,932.5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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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徐伟建 0 10,760,000 12.84 10,7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韩元再 0 10,760,000 12.84 10,7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韩元平 0 10,760,000 12.84 10,7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韩元富 0 10,760,000 12.84 10,7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国良 0 10,760,000 12.84 10,7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永林 0 1,500,000 1.79 1,5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东 0 1,500,000 1.79 1,5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67,513 1,067,513 1.27 0 未知  

未知 

杨德正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徐伟星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肖海浜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崔朴乐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林珍地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胡小军 0 1,000,000 1.19 1,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韩元再、韩元平与韩元富为兄弟关

系；王国良的配偶为韩元再、韩元平、韩元富的妹妹；徐伟

建与徐伟星为兄弟关系；徐伟建、徐伟星与韩元平、韩元再、

韩元富系表兄弟关系；韩元平与张东系亲家关系；陈永林系

韩元平、韩元再、韩元富堂妹夫；林珍地与王国良系表兄弟

关系。2、公司前 10名股东中，韩元富、韩元平、王国良、

韩元再、徐伟建 5人为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说明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323.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3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17,943.0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6.02%；每股收益 2.51 元，同比上升 28.06%；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2.39 元，同比上升 30.6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31.65%，同比减少



11.84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6%，同比减少 10.63 个百分

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度，财政部相继修订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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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会计准则和规定，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准则和规定的要求，需对会

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1、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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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报表项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和“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调整为“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 

 2、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与企业日

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入。本期与日常活动相关的补助 650,511.40 元，从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  

3、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 

（1）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179,090.26 元、营业外支出 282,277.73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03,187.47 元。 

（2）在利润表中分别新增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