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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9-025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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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73650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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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强 股票代码 00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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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阳 朱慧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电话 0576-85956878 0576-85956868 

电子信箱 whyofchina@sina.com yotrioir@yotri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户外休闲家具及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有户外休闲家具、遮阳伞、帐篷等

三大系列，用于家庭庭院和露台、户外休闲场所（餐馆、酒吧、海滩、公园）及酒店等场所，公司拥有自

营进出口权，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联拓属于旅游行业，报告期内主要为旅游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的企业提供

优质旅游资源产品的分销及金融结算服务，其主营业务包括旅游分销、旅航司代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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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北京联拓决定以现金和机票业务相关资产投资山水假日（北京）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水股份”），最终取得山水股份25%股权，此项对外投资于2018年1月完成全部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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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86,103,508.

27 

4,536,324,566.

44 

4,536,324,566.

44 
-3.31% 

3,792,336,292.

92 

3,792,336,292.

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7,777,404.2

1 
78,246,646.04 78,246,646.04 -237.74% 60,948,385.48 60,948,38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033,447.33 48,032,307.97 48,032,307.97 -179.18% 132,328,212.74 132,328,21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5,687,795.57 194,648,826.80 195,839,426.80 20.35% 172,695,468.96 172,695,468.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0.04 -225.00% 0.03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0.04 -225.00% 0.03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2.42% 2.42% -5.83% 1.87% 1.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778,748,574.

69 

8,432,858,377.

60 

8,432,858,377.

60 
-19.62% 

6,527,504,171.

58 

6,527,504,171.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09,598,035.

43 

3,221,152,365.

31 

3,221,152,365.

31 
-3.46% 

3,262,100,807.

07 

3,262,100,807.

0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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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078,497.92 653,148,227.14 311,604,337.78 1,758,272,44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51,995.89 -71,876,789.52 -68,867,005.95 4,414,3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18,042.28 -6,355,617.50 -57,738,326.57 32,478,539.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606,571.83 487,707,305.15 -261,822,203.33 -244,803,8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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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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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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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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永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94% 825,492,924 0 质押 575,000,000 

谢建勇 境内自然人 6.19% 134,606,749 100,955,062   

谢建强 境内自然人 5.94% 129,329,985 96,997,489 质押 52,330,000 

谢建平 境内自然人 5.90% 128,374,485 96,280,864 质押 70,000,000 

陈忠 境内自然人 2.65% 57,610,000 0   

郭金雷 境内自然人 2.07% 44,952,957 0   

谢先兴 境外法人 1.36% 29,499,842 0   

王钰 境内自然人 0.83% 18,092,3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7% 12,452,689 0   

许秀仙 境内自然人 0.52% 11,398,4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谢先兴及其子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合

计持有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四者之间及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与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3、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陈忠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

2、郭金雷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0股。

3、王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092,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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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及外汇套保

策略，同时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完善原材料供应体系建设，化解原材料上涨造成的成本压力。在产品研发方面加大创新力度，

增加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推广，发扬工匠精神，提高内部管理效率，进一步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并根据国际、国内市场

发展情况，调整并建立线上线下互通的营销体系，增加自主品牌产品的销售。 

报告期内，北京联拓机票业务剥离后，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51亿元。 同时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总收入43.86亿元，同比下降3.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亿元，同比下降237.74%。  

报告期内，为提高闲置资金收益，公司实施了一系列的短期理财、证券投资等项目，同时为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的

步伐， 通过并购投资中心及创业基金， 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并购标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开拓能力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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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家具 3,033,186,029.44 2,403,444,511.97 20.76% -4.54% 5.15% -7.30% 

遮阳家具 1,025,819,461.65 788,858,465.44 23.10% 11.14% 15.26%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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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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4,196,249,746.74 4,246,382,987.36 -1.18% 

成本 3,419,221,896.98 3,069,162,792.76 11.41% 

销量 20,554,615.00 件+71,352.99 吨 21,551,610.00 件+66,632.36 吨 -4.59% 

净利润 -215,317,266.48 84,093,194.12 -356.05%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708,714,562.03 672,725,905.97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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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当期净利率较上期下降356.05%，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同时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超

出预期，导致公司汇兑净损失较大；另当期未计提商誉减值以致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减少等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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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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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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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控股子公司北京联拓决定以现金和机票业务相关资产投资山水假日（北京）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最终

取得山水假日（北京）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25%股权，此项对外投资于2018年1月4日办妥财产交接，报告期原控股子公

司合肥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天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肥联拓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原子公司上海齐家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家户外）于2018年12月11日取得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号码为41000001201812100002，准予上海齐家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

司注销登记。截至2018年12月19日，齐家户外已完成工商登记注销手续，故自2019年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北京金旅通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睿苏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美国华冠（Canopy Home and 

Garden, Inc）、联拓环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四家企业，公司对上述子公司及企业形成实质性控制，故将其纳入本报告期合并

报表编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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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建勇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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