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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6                               证券简称：华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6 

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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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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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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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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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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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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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瑞股份 股票代码 3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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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亮 王秀林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浦河北路 26 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浦河北路 26 号 

传真 0574-88160982 0574-88160982 

电话 0574-86115998 0574-86115998 

电子信箱 info@hrdq.cn info@hrdq.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从事小功率电机和微特电机换向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性能可靠、

品质卓越的换向器产品和服务。换向器为电机的核心零部件，被称为“电机的心脏”。目前，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全塑型和

一次成型生产工艺、20余条全自动生产线、多元化的产品及客户体系，在换向器领域，特别是插片型换向器领域具备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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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全塑型、槽型、钩型、卷板型、平面型等五大类两千余个规格的换向器，其应用领域广阔，覆盖了

电动工具、汽车电机、家用电器和工业电机等主要市场。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电动工具换向器供应商，拥有德昌电机

（JOHNSON ELECTRIC）、博世集团（BOSCH）、法雷奥（VALEO）、牧田（MAKITA）、东成工具、日本电产（NIDEC）、美国

百得（BLACK）等全球知名客户，在全球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实行按订单采购与集中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由资材部统一负责铜材、电木粉及其他物料的采购工作，

严格管控采购流程。公司已建立起严格的供应商管理体系，通过资质评估、比质比价等方式审慎选择合格供应商，并定期对

其重新考评，对于不符合考评要求的供应商则通知整改或取消供应资格。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订单生产+适量库存”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主要结合下游客户订单以及产品生产周期安排生

产计划，并及时跟踪客户需求的变化对生产计划进行动态调整。对于需求量较为稳定的产品，公司将安排适量的库存以快速

响应下游客户的需求。 

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采取直销模式进行销售，由公司营销中心根据经营目标制定营销计划并进行客户管理。公司的国际

客户多属于高端电动工具、家用电器、汽车电机等生产商。上述客户会通过一系列系统且严格的筛选程序，选择满足其需求

的供应商。公司一般会与这类客户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以稳定双方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及时响应客

户的各种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售后服务。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429.31万元，比上年同期68,756.96万元增长了21.34%。主要是换向器业务在保持电动

工具市场领先优势的同时，积极向汽车电机、家用电器领域延伸，其中汽车电机换向器较上年增长21.76%，家用电器换向器

较上年增长18.89%，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国内外客户，报告期内订单量增加，业绩保持稳步增长。多元化的客户和

产品加上市场知名度的提高，必将带动业绩持续增长。公司全塑型工艺和2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是产能增加的强有力保障，大

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全塑型收入较上年增长17.93%，毛利率增长2.13%，成为公司推动工业智能化、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的主要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4、行业情况分析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和增长预期提升，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企稳回升。世界经

济在增速回升的同时，面临的风险威胁仍未消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调整仍在继续。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增长速度，诸

项经济指标表现亮眼，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公司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归属精密制造的基础领域。国家相继出台《中国制造2025》、《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

质量提升规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向先进制造转型，其中装备制造业、精密零部件制造均是政策重点支持的领

域，“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更是精密制造类企业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电机作为机电能量转换的重要装置，电气传动的核心基础部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公司主营业务为换向器，属于精密

结构件，为中小型和微特电机核心零部件，换向器与电机的协调性匹配性直接影响电机运转中的火花、噪音、电磁干扰、寿

命等。微特电机应用领域广泛，市场发展空间巨大，主要为电动工具、汽车产业、航空航天、信息处理设备产业、家用电器

产业、电子音像产业、工业自动化、医疗器械、办公设备等领域。随着全球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的提升，家电、汽车、电动

工具等各个领域在电机的运用上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设备进入到智能化领域，都可能应用到微特电机，因此其市场需求

空间进一步广阔。从而由下游产品直接带动换向器市场进一步发展、提升。 

现阶段换向器行业发展特点： 

（1）换向器生产继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 

受制于生产成本因素和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整个海外换向器生产将进一步向国内转移。发达国家换向器市场份额不断

降低，厂商数量已经为数不多，仅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并且集中于高端换向器领域。国内如凯中精密和本公司已

经逐步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2）行业资源不断向主要企业集聚 

较高的客户认证门槛、不断提高的大客户黏性、不断增强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使得具有领先技术优势的换向器生产企业在

行业竞争中越来越突出，其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因此，行业资源如资金、技术、人才等不断向上述企业集聚，产业集中度不

断提高。而行业资源的集聚反过来促使优势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使其具有更大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动力，从而不断进行

前沿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换向器行业资源的不断集聚将有助于整个行业进入良性循环。 

（3）行业自动化生产程度不断提高 

根据电机高效化、节能化的发展方向，电机对换向器精度和可靠性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保证换向器产品的高标准和高质

量，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精密模具、数控设备以及自动化生产设备已成为换向器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公司的全塑型工艺和

一次成型工艺等技术为代表，在融合了精密加工技术等自动化工艺后将广泛应用于换向器生产，从而使生产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不断提高。 

（4）行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电机行业“规模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的发展趋势推动了电机零部件制造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电机产业的升级换代促使

相关零部件配套产业进行递进式发展，换向器行业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生产程度不断提升导致换向器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

逐步降低，而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将大幅提升。由此推动的换向器行业增长方式由以往的劳动力密集型增长逐步向资金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可以预见未来换向器产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市场的技术壁垒和资源壁垒体现更加明显，市场竞争充

分化、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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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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293,077.79 687,569,557.54 21.34% 676,225,18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919,108.11 39,506,874.35 44.07% 22,561,19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071,314.36 32,643,066.44 56.45% 15,384,26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21,707.25 93,697,062.57 -65.93% 97,190,47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3 15.09%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3 15.09%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2% 15.54% -1.92% 10.1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19,126,805.02 798,883,179.54 15.05% 744,013,25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4,967,328.76 273,970,453.67 77.01% 234,463,5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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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61,611.37 231,418,281.14 214,290,387.48 233,722,79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7,228.09 21,480,073.16 16,148,889.45 14,792,91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3,321.48 17,418,075.98 16,207,185.64 13,142,73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29,963.39 -20,187,952.13 17,408,706.02 57,230,9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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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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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瑞良 境内自然人 40.96% 40,962,500 40,962,500 质押 28,000,000 

上海联创永沂 境内非国有 11.54% 11,537,500 11,5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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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辉

煌”159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4.59% 4,589,955 0   

宣城富国银洋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0% 3,600,000 3,600,000 质押 3,080,000 

绍兴华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5% 3,150,000 3,150,000   

孙瑞娣 境内自然人 2.66% 2,655,000 2,655,000   

严俊 境内自然人 2.20% 2,197,500 2,197,500 质押 1,190,000 

宋学崇 境内自然人 2.10% 2,095,483 0   

卢留芳 境内自然人 1.46% 1,462,500 1,462,500   

陈水根 境内自然人 1.27% 1,272,239 1,272,2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瑞娣和孙瑞良为姐弟关系，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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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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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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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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我们迎来了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经济也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整体形势好于预期。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行业整体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在全

体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团结一致，带领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主动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

场竞争，以战略引领企业发展。在2017年，公司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从总体

上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治理卓有成效，企业发展态势良好，整体业绩有所提升，重要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公司全年换向器销量达到2.44亿只，完成了公司既定的生产经营任务和目标。全年实现营收8.34亿元，比去年增长21.34

％。主营业务收入6.59亿元，比去年上升14.34%，净利润5691.91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691.91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44.07％；总资产9.1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05％；净资产4.8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01％；资产负债率47.24%，

比去年同期下降18.47%；净资产综合收益率13.62%；每股综合收益0.61元。 

1、以资本市场为契机，开启新篇章 

2017年，董事会积极督促公司配合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加强项目各方沟通协调，并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证监会发

审会审核，2017年3月20日，公司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的成功上市，将为公司的发展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2、聚焦客户，提升服务品质 

深挖老客户，开拓新客户，换向器整体销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公司立足电动工具换向器中高端市场，持续保持市场领先

地位，销量进一步提升；同时积极拓展汽车电机、家用电器换向器市场份额，尤其是汽车电机换向器，增量迅速，而且一批

优质知名客户，如电产、博泽等客户的新产品也开始逐步转入量产，为后续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扎实提升客户服务，

并积极参与客户产品设计和研发，提前锁定优质客户。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提高大批量中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巩固电

动工具市场，拓展汽车市场份额，前10大客户的销售额较去年增长明显，保质保量地完成去年既定目标，利用差异化和品质

优势策略，重点开发和维护高端（战略）客户。 

3、加强产品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发展道路和创新模式，不断完善技术创新的各项制度，并建立了技术创

新的组织领导体系，全面协调、加强公司的技术创新工作，公司的研发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17年度，完成样品开发数量

108个，流动转批产产品81个，改进重大工艺技术5项，主要包括塑壳自动化项目、全塑型”L”型铜片模具改进、铁环级进模、

卷板型产品嵌件级进模开发、无刷连接片研发等，新研发设备12项，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改善了公司的产品结构，

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截止披露日，公司已获得专利80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实用新型54项。 

4、营造企业文化氛围，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营造优秀企业文化氛围，提升经营管理创新能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稻盛哲学精髓，融入公司经营管理，不断优化人

才资源，构建科学的管理团队、高素质队伍，通过建立和完善多项管理制度，充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个人职业素

养，努力实现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以项目管理为载体，通过建立项目管理体系，发挥团队力量，提升团队协同

作战能力；持续推进精益改善及精细化成本管控、信息化建设，公司产品毛利率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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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钩型普通

型 
179,416,028.00 11,742,216.74 20.15% 13.32% 45.78% -0.14% 

主营-钩型全塑

型 
220,541,638.50 24,565,335.90 24.74% 17.93% 77.24% 2.13% 

主营-槽型普通

型 
161,436,322.60 20,012,006.10 26.00% 14.54% 41.06% 0.73% 

主营-卷板型 66,683,966.47 12,406,284.47 32.21% 8.25% 26.0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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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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834,293,077.7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34%，营业成本为656,720,285.9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6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6,919,108.1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07%，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加及毛利

率提升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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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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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准则自2017

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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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

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

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2017年8月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于

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内，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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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6日，公司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经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注销全资子公司宁波市鄞州瑞永电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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