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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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1,447,669.92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2,774,773.1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28,996,646.48 元，减去

2017 年实施的 2016 年度的利润分配 8,800,000.00 元后，本公司 2017 年度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148,869,543.28 元。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 2017年末总股本 8,000万股为基数，对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1.50元，共计分配利润 120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方式每 10股转增 4股,总计转增股本 32,000,000 股（具体以登记结算公司登记为准），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12,000,000.00 股。  

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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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精达 6030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功 徐慧幸 

办公地址 宁波江北投资创业园区 宁波江北投资创业园区 

电话 0574-87562563 0574-87562563 

电子信箱 jdm@nbjingda.com dm@nbjingd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换热器装备和精密压力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换热器装备产品主要包括翅

片高速精密压力机、胀管机、弯管机、微通道换热器装备和其他换热器装备；翅片高速精密压力

机、胀管机、弯管机和其他换热器装备主要应用于家电行业中的空调换热器的生产；微通道换热

器装备主要应用于汽车换热器的生产。精密压力机产品主要包括定转子高速精密压力机、闭式双

点压力机、超高速变行程精密压力机、粉末冶金压力机等，定转子高速精密压力机主要应用于电

机、汽车、电子信息行业中的定转子的生产；闭式双点压力机主要应用于汽车、家电行业中的零

件的生产；超高速变行程精密压力机主要应用于电子信息行业中电子接插件的冲压；粉末冶金压

力机主要应用于硬质合金、粉末冶金、磁性材料、陶瓷等领域的粉末成型。 

（二）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根据定单情况组织生产。按客户的不同要求组织生产并向客

户销售以实现盈利。 

1、采购模式 

    对于标准型产品，公司保持合理的存货库存量，结合销售及生产订单对标准型产品的原材料

及标准部件进行采购，由运营管理部制定生产计划，采购部制定采购计划进行集中采购。对于定

制型产品，公司按照客户的要求商定具体的技术参数并签订销售合同，运营管理部根据销售合同

的具体条款对生产进行总体安排，技术中心进行产品设计并形成详细的原材料需求清单，原材料

需求清单经审批后报采购部、运营管理部。采购部根据原材料需求清单编制外购件采购计划，从

合格供应方名录中选择供应商进行采购；运营管理部根据原材料需求清单编制自制件加工计划。

外购件到货、自制件加工完成后，由品质部对质量进行检验验收，合格产品验收入库，不合格产

品退还供应商、加工分厂进行换货、返工等。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生产模式基本相似：公司接到订单后交由工程技术中心依据客户要求对

产品进行个性化设计。公司采用“按订单生产”的生产模式。由运营管理部根据销售订单及年初

制定的全年总体生产目标，结合公司内部产能安排及库存状况组织生产制定产品产出计划；各产

品部根据产品产出计划，并结合各机加工分厂的生产能力，制定生产作业计划，生产作业计划规

定了产品的物料投入及产品产出期等；生产产出计划每月发布一次，并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客户

订单交期更新情况进行调整。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获取订单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通过参与招标方式获取订单；

二是下游客户直接联系公司订购产品；三是以设立销售服务点形式联系客户获取订单；四是通过

参与国内、国际展会获取订单。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7 年我国空调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达到 5787 万台和 1987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27.4%和

32.4%，产销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2018 年行业影响要素依然复杂。宏观上看，随着世界经济持

续复苏，国内房地产市场企稳，以及消费升级的加速，空调的需求依然旺盛；微观上看，随着下

游市场的竞争加剧，空调生产商之间市场份额上下波动，以及原有设备使用的迭代升级，根据以

上行业驱动力预测， 2018 年空调换热器装备市场依然保持稳中有进的行业趋势。 

2017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901.5 万辆和 2887.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2%和 3%。2018

年，随着汽车市场的持续发展，以及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革命的推进，汽车行业对各类

新兴成型工艺、大吨位、高精度的高端机床需求逐步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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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510,861.53 656,209,673.00 11.02 569,385,747.25 

营业收入 307,961,310.28 234,257,341.41 31.46 189,915,08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447,669.92 21,494,828.17 46.30 21,907,28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184,815.88 16,652,058.40 57.25 14,369,98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2,086,023.06 469,448,246.41 4.82 456,753,41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231,563.26 77,330,626.71 -27.28 -10,277,96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7 44.44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7 44.44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55 4.65 增加1.9个百分点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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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3,870.04 79,699,692.56 82,184,788.34 80,542,95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82,622.98 3,714,614.43 10,944,212.39 9,806,2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68,320.76 3,058,161.15 8,209,198.32 8,449,13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08,623.08 9,963,640.20 27,567,297.69 8,29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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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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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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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成形控股有限公司 0 26,460,000 33.0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广达投资有限公

司  

0 5,100,000 6.3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郑良才 0 4,600,000 5.7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俭芬 0 4,600,000 5.7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宁波精微投资有限公司 0 4,500,000 5.63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郑功 0 3,151,000 3.9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国荣  0 1,359,900 1.7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光大信托－臻享

1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0 1,337,100 1.67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光大信托－臻享

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0 1,304,084 1.63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恒升 32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0 1,161,150 1.45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宁波成形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郑良才、徐俭芬、

郑功为实际控制人。郑良才为宁波广达投资有限公司和宁波精

微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股东徐国荣为实际控制人亲

属。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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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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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为 30,796.13万元，同比增长 31.46%；营业利润为 3,444.57万元，

同比增长 92.71%；净利润为 3,104.98万元，同比增长 63.60%；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3,144.77万元，同比增长 46.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623.16 万元，同比减少

27.28%。      

报告期内，公司在空调换热器装备市场发展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83.63

万元，同比增长 35.01%，汽车换热器装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148.28 万元，同比上升 26.50%，

定转子高速压力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914.77 万元，同比上升 79.42%，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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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2017年 4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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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5

月 28日起实施。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

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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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规范了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

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 2017年 1月 1日 之后发生

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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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30 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按照规定，对相应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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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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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1、中山精达特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精达”） 

2、精达成形装备美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洲精达”）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