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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1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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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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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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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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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静 赵倩倩 

办公地址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电话 0536-2361002 0536-2361002 

电子信箱 himile_zqb@himile.com himile_zqb@him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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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的生产及销售，产品覆盖乘用胎模具、载重胎模具、

工程胎模具、巨型胎模具等，作为轮胎成套生产线中的硫化成型装备，轮胎的花纹、图案、

字体以及其他外观特征的成型都依赖于轮胎模具。公司主要客户为专业轮胎制造商，生产的

轮胎模具产品是根据客户要求的相应技术参数设计加工的，具有个性化强、差异化程度高的

特点。公司属于单件小批量订单式生产的企业，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直接销售为主的

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变化。 

轮胎模具行业是国家宏观指导及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自由竞争行业，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

自行安排生产。轮胎模具行业作为轮胎行业的上游企业，其需求量除与轮胎的生产规模密切

相关外，还受到轮胎规格、花纹等的更新换代速度的影响。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轮

胎的质量、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轮胎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花纹的改良更新也

日趋频繁，许多模具未达到使用寿命就可能被提前更换，增加了市场对轮胎模具的需求量。

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模具的趋势持续发展，国际新兴市场的开拓也大有可为，因此，

我国轮胎模具制造业发展空间广阔。 

轮胎模具行业市场集中度明显，国际上，除附属于轮胎制造商的几家模具企业外，专业

轮胎模具制造规模以上企业并不多。由于轮胎模具行业产品个性化强，高中低档产品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加工周期等因素决定了其市场定位和价格水平。

公司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技术领先、产能最大、品种最全、客户群最优的

专业轮胎模具制造商。近年来，轮胎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新花纹，相应地对模具产品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司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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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405,663.39 2,994,925,507.23 24.36% 2,606,483,09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102,307.89 675,827,863.48 9.36% 717,665,67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1,538,358.79 650,935,524.52 9.31% 698,900,43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470,168.19 425,617,801.00 -48.90% 581,794,88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39 0.8448 9.36% 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39 0.8448 9.36%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6% 18.44% -0.38% 22.2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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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5,567,469,454.75 4,604,139,214.51 20.92% 3,917,663,36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42,713,307.80 3,898,767,718.68 11.39% 3,526,657,6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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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893,682.65 990,094,433.49 929,878,882.39 1,069,538,6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80,849.33 243,140,699.91 224,479,467.01 162,401,29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407,401.90 233,225,761.32 218,374,346.02 157,530,84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80,286.77 -20,518,916.62 97,674,697.53 12,634,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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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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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30.06% 240,476,600 180,357,45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8% 107,845,021 80,883,766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5.37% 42,930,202 0 质押 28,247,50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5,00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

动力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14,772,377 0   

张光磊 境内自然人 1.20% 9,635,392 0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9% 8,725,98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7% 8,520,38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67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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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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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受国内经济政策、国际贸易环境等影响，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错综复杂、跌宕

起伏，公司秉承“快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及时做出并适时调整公司战略和管理方

向。对外在夯实与老客户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耕细作，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对内深化管

理，抓质量、提效率；创建和谐包容、创新高效的良好工作氛围，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企业文化引领下，全员创新、持续改进提高，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公司在

保持研发创新和技术工艺优势、市场和品牌优势等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加速分子公司布局，以

提升综合竞争力。2018年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报告

期内，公司紧密结合国内外轮胎行业现状和模具市场形势，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应对各种变

化，保证了轮胎模具业务的良性平稳发展；公司持续开发新产品、新客户，促进大型零部件

加工项目的长期健康发展；随着新建产能的陆续释放以及客户认可度的进一步提升，铸造业

务订单饱满。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铸造实力和机械加工能力，形成了铸造加工一体化的综

合优势。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4亿，同比增长24.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9

亿，同比增长9.36%；总资产55.67亿，同比增长20.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3.43

亿，同比增长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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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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 2,766,479,538.19  720,463,699.54  38.68% 15.08% 10.71% -0.21% 

铸造 526,779,182.27  77,630,967.39  21.89% 103.51% 45.63% -7.69% 

其他 378,798,392.96  50,855,210.99  19.94% 25.29% -27.67%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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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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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

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

收入准则的企业） 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本集团在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

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批准。 
说明1 

说明1：本集团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项目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 

受影响的项目 
本集团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51,524,402.89     -351,524,402.89  0.00  

应收账款     954,993,845.37     -954,993,845.3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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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06,518,248.26  1,306,518,248.26  

其他应收款         9,976,999.82             566,875.20  10,543,875.02  

应收利息            566,875.20            -566,875.20  0.00  

应付账款     172,752,134.17     -172,752,134.17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2,752,134.17  172,752,134.17  

应付利息            538,555.55            -538,555.55  0.00  

其他应付款         7,749,730.21             538,555.55  8,288,285.76  

管理费用     219,855,807.77     -129,918,002.58  89,937,805.19  

研发费用       129,918,002.58  129,918,002.5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受影响的项目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50,624,402.89     -350,624,402.89  0.00  

应收账款     984,942,455.93     -984,942,455.93  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35,566,858.82  1,335,566,858.82  

其他应收款       27,832,222.37            566,041.67  28,398,264.04  

应收利息            566,041.67           -566,041.67  0.00  

应付账款     182,321,596.24     -182,321,596.24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2,321,596.24  182,321,596.24  

应付利息            538,555.55           -538,555.55  0.00  

其他应付款         6,680,407.47            538,555.55  7,218,963.02  

管理费用     199,376,137.80     -129,918,002.58  69,458,135.22  

研发费用       129,918,002.58  129,918,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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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范围增加豪迈模具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一家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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