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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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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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795,113.72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6,277,383.16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2,627,738.32 元，当年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3,649,644.84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414,435,295.02元，累计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28,084,939.86元。    

从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为确保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和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保证公

司经营业务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公司 2018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累计未分配利润 528,084,939.86 元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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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亿实业 6010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杰 张忠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8号 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8号 

电话 0573-84185042 0573-84098888-630 

电子信箱 yj@gem-year.net zzj@gem-year.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紧固件、钨钢模具、五金制品、精线、铁道扣件，自动化

仓储设备，销售钢轨以及各类紧固件的研究和开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器、汽车、桥梁、高

速铁路、航空、建筑、电力、能源、钢结构、工程机械等领域。公司坚持聚焦主业，推动产品品

牌建设，加强质量控制，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提升高精度、高强度、高附加值的紧固件产品比例，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在产品领域、市场地域等方面的竞争力。 

（二）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公司自身发展、市场需求和运行机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 

采购模式：公司根据质量控制体系要求，在原材料采购、外购外协和委托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供应

商选择方式、评价标准和控制方法，确保采购物品满足公司要求。经使用部门申请后由采购部统

一进行采购，采购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供应商相关信息，对选出的供应商进行评价及产品验证，

经评价和验证合格后方可列入合格供方名录。公司采购部会同品保部、制造部和物料管制中心对

供应商进行考核，对于有重大异常情况发生的供应商则随时进行评价或者列入重新调查对象名单

之中，直至取消合格供应商资格。公司启用 ERP 供应商协同平台，采用数据分析，优化采购计划。

采购的库存控制量是根据生产现场使用量而订，根据生产计划，每种原辅材料在保证一定的安全

库存量基础上，随时根据生产状况和采购物料的价格变动，后续调整采购计划。 

生产模式：采用按计划生产和按订单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对于内销标准件，根据对市场需求

的预测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部分标准件提前生产、备货。对于内销非标

准件，在与客户签订购货合同后，根据交货期，安排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对于外销产品，以订

单生产为主，根据交货期以及规模生产的考虑，安排生产计划。铁路扣件产品按客户合同，在驻

场监造监管下生产，同时保持合理的安全库存，以备铁路客户要求的紧急发货，再根据客户需求

状况调整生产进度。 

销售模式：紧固件产品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一方面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开发、直接

服务于行业知名企业，有影响力企业；另一方面通过经销商辐射各个区域，推广晋亿品牌，服务

周边零散用户。各区域分公司、子公司协作，做好区域内客户的配套服务工作。铁道扣件销售主

要通过各商务平台竞价投标出售。 

（三）行业说明 

紧固件行业： 



公司所属的紧固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属于 348 的通用零部件制造业，在《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属于 C34 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紧固件是把两个以上零件（或部件）紧固连接成为一件整体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机械零件的总称，

是如今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零部件，被誉为“工业之米”。紧固件的特点是品种规格繁多，按技

术标准可以分为标准类产品和非标准类产品。其中，标准类产品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设的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统一技术标准，该类产品通用性较强；非标准类产品一般用于

特定领域和特定用途，具有专用型的特点。紧固件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

路、桥梁、建筑、结构、工具、仪器、化工、仪表等产品中。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 1-12

月，中国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329 万吨，同比增长 12.9%，出口金额达 65.86 亿美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27.7%；2018 年 1-12 月，中国进口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 31.73 万吨，比去

年同期降低 1.6%，进口金额达 32.20 亿美元，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3.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

累，我国紧固件行业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近年来我国紧固件企业加大了对原材料的开发应用，

原材料的热处理技术攻关取得成效，另外耐高温材料、热墩及热处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提高，

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紧固件行业技术水平差距仍然较大，我国大部分紧固件生产企业规

模小、生产技术落后、装备差、工艺革新慢、表面处理水平较差，导致我国紧固件行业低水平产

品生产能力过剩，在低端紧固件市场，通用紧固件市场需求饱和、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低层次重

复建设，产品同质化及恶性竞争；而在高端紧固件市场，伴随着航空航天、卫星及应用、轨道交

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核电、风电以及汽车等行业的快速发展，需求持续走高，同时由于绝大

多数国内紧固件企业研发能力弱，工艺装备水平低，只有少数国内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较强的综合

实力从事此领域业务，导致国内紧固件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紧固件高端市场具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 

紧固件企业近几年的绿色制造进展是行业发展中重点落实的问题，研究节能减排和环保新技术，

推进全行业低碳经济发展，加强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大力推进绿色环保电镀新工艺，积极推广

非调质钢新材料应用等正在成为紧固件企业的绿色升级改造发展方向。 

铁路扣件行业： 

我国铁路总通车里程较长，新增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加，随着新增线路及运能提升带来的机

车需求和铁路铺轨需求的增加，为铁路紧固件市场注入持续增长的动力，未来仍将持续稳定发展。

铁路扣件与国内高速铁路等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定点配套，受政府投资推动影响较大、下游客户固

定集中、产品专用性强、品种规格型号由国家和行业统一规定，相对单一，但技术要求和进入门



槛相对较高，专业生产企业较少，市场竞争相对缓和。本年度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028

亿元，其中国家铁路完成 7603 亿元；新开工项目 26 个，新增投资规模 3382 亿元；投产新线 4683

公里，其中高铁 4100 公里。到 2018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9 万公里以上。近期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工作会议上提出 2019 年铁路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度规模，优质高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其中

高铁 3200 公里（数据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2019 年政府工作任务包

括完成铁路投资 8,000 亿元。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铁路总公司工作目标与政府工作报告，铁

路扣配件市场预计将持续增长。 

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紧固件行业龙头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紧固件制造厂商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紧

固件生产、研发、配送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生产国标（GB）、美标（ANSI）、德标（DIN）、

意标（UNI）、日标（JIS）、国际标准（ISO）等各类高品质螺栓、螺母、螺钉、精线及非标准特殊

紧固件，产品远销国内外，产品质量较同行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把握国家大力发展

高速铁路的趋势，积极开拓高铁扣配件市场，公司是铁路扣件系统的集成供应商，产品种类齐全，

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造全套时速 250 公里和 350 公里高铁扣配件及整件产品的企业，在行

业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制造能力以及稳定可靠性均处于行业内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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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743,226,251.87 4,447,704,232.84 6.64 4,243,024,554.39 

营业收入 3,471,277,743.91 2,966,888,613.95 17.00 2,284,401,35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7,795,113.72 147,592,628.55 20.46 71,190,45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0,943,434.67 126,190,662.41 43.39 58,713,2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73,009,458.75 2,469,060,025.09 4.21 2,319,221,19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1,316,485.68 122,752,388.45 178.05 308,862,95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0 0.190 15.79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0 0.190 15.79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09 6.16 增加0.93个

百分点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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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485,030.71 828,358,163.87 895,618,001.47 1,022,816,54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964,983.61 39,100,890.43 59,467,978.32 58,261,26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8,882,987.03 38,121,546.60 58,249,154.88 65,689,74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608,848.64 23,748,572.64 12,803,905.98 349,372,8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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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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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 

0 327,755,207 41.35 0 无   境外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9,434,000 2.45 0 未知   未知 

潘琴玉 57,000 3,676,959 0.46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485,324 2,838,301 0.36 0 未知   未知 

郭成良 900,800 2,800,8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袁玫 2,156,400 2,156,4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黄明雄 89,100 1,389,100 0.18 0 未知   境外自

然人 



嘉善三永电炉工业有

限公司 

1,030,000 1,330,000 0.17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赵建权 1,260,000 1,260,000 0.16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章文伟 1,248,900 1,248,900 0.16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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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71,277,743.91元，同比上升 17.00%，利润总额 250,358,210.6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795,113.72元，实现了业绩的平稳增长，其中紧固件营业

收入 2,581,945,336.12 元，精线收入 572,884,115.62 元，自动仓储设备制造营业收入

26,077,212.74 元，五金工具收入 39,832,300.54 元。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度经营计划中，全年

销售目标为营业收入达到 351897万元，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达到 2018年度经营计划的 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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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告“临 2018-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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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晋德有限公司、浙江晋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广州晋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嘉善晋亿轨

道扣件有限公司、泉州晋亿物流有限公司、沈阳晋亿物流有限公司、晋亿物流有限公司和浙江晋

正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晋德有限公司、晋吉汽配公司、广州晋亿公司、晋亿轨道

公司、泉州物流公司、沈阳物流公司、晋亿物流公司、浙江晋正公司）等 8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永龙 

2019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