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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东音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5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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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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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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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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技术研发，拓展销售区域，管控原材料

价格，实现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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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35,445,820.67 828,044,036.13 12.97% 637,397,25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45,642.47 115,851,719.75 -3.89% 100,362,78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605,812.72 110,467,561.04 -4.40% 86,822,67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115,186.36 104,505,061.14 9.20% 72,742,00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8 -3.45%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58 -6.90%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7% 16.17% -2.50% 17.8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01,732,445.47 898,926,875.96 55.93% 812,892,74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9,886,234.93 754,185,289.51 20.64% 698,333,5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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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68,078.38 265,744,364.73 198,635,539.30 275,097,83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164,706.42 33,572,915.76 30,675,139.43 26,932,88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27,718.28 32,725,846.16 29,189,007.94 22,463,24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563,269.90 48,855,813.44 -1,887,992.52 91,710,6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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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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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 78,444,127 75,074,800 质押 35,499,548 

李雪琴 
境内自然

人 
10.17% 20,338,400 20,338,400 质押 20,338,399 

方东晖 
境内自然

人 
8.19% 16,380,000 16,380,000 质押 16,379,990 

方洁音 
境内自然

人 
8.19% 16,380,000 16,380,000 质押 15,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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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1,579,100    

朱富林 
境内自然

人 
0.45% 894,800 671,100   

徐越 
境内自然

人 
0.42% 830,000    

钟薇薇 
境内自然

人 
0.40% 791,600  质押 791,598 

李永金 
境内自然

人 
0.30% 600,600 600,600 质押 6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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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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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东音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东音转债 128043.SZ 
2024 年 08 月 02

日 
28,132 

第一年为 0.40%、

第二年为 0.60%、

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50%、

第五年为 2.00%、

第六年为 2.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发行前出具了《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东音转债信用等级为AA-。上述信用评级报告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后续资信评级机构将对东音转债作出跟踪

评级，评级结果将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特提醒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5.09% 16.10% 18.9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1.54% 107.45% -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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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16.66 187.38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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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445,820.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1,345,642.4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9%；基本每股收益为0.5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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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用潜水泵行业的准入门槛较高，国产井用潜水泵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晚，公司通过自身的产品质量优势及价格优势虽然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依旧较低，未来公司将继续发挥东音品牌在全球市

场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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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井用潜水泵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78.41%。井用潜水泵搭建与

更换成本较高，因此客户选择产品时对井用潜水泵的耐用性和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公司在井用潜水泵领域有20余年的技术积

累，目前公司产品的综合性能可与国际一流品牌相媲美，并在一些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超越，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已经有

了较高的客户信任度；同时，与其他国际一流品牌相比东音的产品又有更高的性价比。兼具产品质量和价格优势，使得东音

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年产100万台潜水泵上市募投项目稳定运行。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于2017年6月启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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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有序进行，目前，公司产能

利用率为102.9%，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产能，极大地缓解公司目前的产能瓶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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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有利于丰富产品种类、优化公司产品结

构，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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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用潜水泵 724,261,511.39 196,572,817.34 27.14% 9.95% -4.52% -4.11% 

配件 113,624,405.85 31,397,946.54 27.63% 28.92% 22.3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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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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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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

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 129,295,332.3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9,295,332.34 

固定资产 204,246,651.90 固定资产 204,246,651.90 

固定资产清理  

应付账款 83,919,224.1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3,919,224.18 

管理费用 77,497,203.55 管理费用 46,549,102.85 

研发费用 30,948,100.7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 

1,413,358.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643,458.2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 

2,230,1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230,1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

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

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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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立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设立时点 注册资本（迪拉姆/人民币元） 实收资本（迪拉姆/人民币元） 股权比例(%) 

DOYIN MIDDLE EAST - FZE 2018年1月3日 100,000（AED） 0（AED） 100.00% 

浙江音太格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7日 20,000,000（CNY） 0（CNY） 55.00%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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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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