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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6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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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123,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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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高股份 股票代码 00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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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国 任燕清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椒路 555 号永高双

浦新厂区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椒路 555 号永高双

浦新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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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76-84277186 0576-84277186 

电子信箱 zqb@yonggao.com zqb@yongg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塑料管道业务，太阳能业务和电器开关业务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 

1、塑料管道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塑料管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城乡管网建设的综合配套服务商。主要生产聚氯

乙烯（PVC）、聚乙烯（PE）、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等几大系列，共计5000余种不同规格、品种的管

材、管件及阀门。公司管道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工程给水、排水、市政工程给水、排水排污、供暖、电力

电缆保护、城镇中低压燃气输送、工业系统、农村饮用水、农业灌溉等诸多领域。公司经营模式以渠道经

销为主、房地产直接配送、直接承揽工程、自营出口为辅。 

     2018年，塑料管道行业在相关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下，在“一带一路”、海绵城市建设、城市地下管

网及综合管廊建设、清洁能源利用、装配式建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水利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新

的市场空间拉动下发展步态稳健。2018年全国塑料管道总产量约1567万吨，同比增长3%，行业发展稳中有

升。塑料管道产品在市政工程、建筑业、水利工程、农业、工业等领域保持着稳步增长。行业产业结构正

在逐步转变，集中度正在增强。行业发展正逐步向标准化、品质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方向推进。 

    经过二十多年的诚信经营，公司已成为国内塑料管道行业中产品系列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品牌化、

布局全国化的大型城乡管网建设的综合配套服务商。公司作为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是塑

料管道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在塑料管道行业中综合实力一直保持行业前列。公司曾获得中国塑料管道

十大顶级品牌、政府采购塑料管道十大品牌、中国塑管行业十大诚信投标企业、中国塑料管道十大创新标

杆企业、中国塑管行业十大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中国城市地下管廊建设塑管首选品牌、中国塑料管道行

业质量放心企业、中国绿色建筑首选品牌、中国最具投标实力塑料管道企业十强等多项荣誉称号。 

2、太阳能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元太阳能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和新能源领域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公元太阳能主要产品为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小型家庭应用系统、嵌入式光电屋面构件、

太阳能灯具、太阳能背包、太阳能折叠布包、太阳能取暖器、太阳能移动电源和太阳能水泵等。产品主要

应用于光伏发电、智能家居、道路交通、庭院绿化、农业生态及生活所需的光伏应用产品。公司太阳能产

品以出口为主。 

    太阳能作为节能环保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能源消费结构

调整成为趋势，目前，太阳能业务仍处于市场培育阶段。公元太阳能是浙江省光伏应用试点示范基地、中

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重点推荐企业，公司光伏应用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3、电器开关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元电器主要从事电器开关等家电产品的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主要产品为各类中高

档电器开关、插座、断路器、浴霸、换气扇、集成吊顶电器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工程及家装市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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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电器开关业务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 公元电器获得中国建筑电气“墙壁开关十大品牌”“中国小康住

宅建设推荐产品”、“中国建筑业协会定点生产企业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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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3,776,518.

03 

4,569,721,119.

35 

4,569,721,119.

35 
17.16% 

3,767,378,127.

54 

3,767,378,127.

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4,670,411.43 192,654,302.75 192,654,302.75 27.00% 214,847,407.47 214,847,40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883,810.83 161,605,024.18 161,605,024.18 47.82% 189,859,363.19 189,859,36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7,036,891.26 206,063,526.79 207,563,526.79 100.92% 549,375,105.13 562,957,30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0.17 29.41% 0.19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0.17 29.41% 0.1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4% 7.37% 7.37% 1.37% 8.76%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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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130,972.

38 

4,632,500,329.

36 

4,632,500,329.

36 
17.05% 

4,347,673,717.

58 

4,347,673,717.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08,556,398.

91 

2,690,251,942.

30 

2,690,251,942.

30 
8.11% 

2,540,797,639.

55 

2,540,797,639.

5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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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 2016 

年、2017 年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3,582,200.00 元、 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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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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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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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181,121.39 1,392,184,466.27 1,397,785,338.50 1,636,625,59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8,991.34 75,553,009.44 79,269,884.13 82,318,5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10,473.65 76,370,321.44 77,467,341.41 74,935,67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46,959.87 35,200,350.57 -76,431,903.14 427,521,4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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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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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塑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43% 465,296,370 0   

卢彩芬 境内自然人 15.00% 168,480,000 126,360,000   

张炜 境内自然人 9.27% 104,171,900 92,491,425 质押 56,450,000 

王宇萍 境内自然人 2.89% 32,410,000 0   

张建均 境内自然人 1.75% 19,629,144 0   

吴玉姐 境内自然人 1.57% 17,594,928 0   

卢震宇 境内自然人 1.00% 11,232,130 8,424,097   

广州市京海龙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10,0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9% 8,826,480 0   

庄清雅 境内自然人 0.72% 8,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建均、卢彩芬夫妻。公元塑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张建均持

有公元集团 75%股权，卢彩芬持有公元集团 25%股权。卢彩芬作为自然人，又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公司第三大股东张炜为张建均之弟。吴玉姐为卢彩芬之母，王宇萍为张炜之妻，卢震

宇为卢彩芬之弟。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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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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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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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跌宕起伏，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盛行，

全球经济延续温和增长，但动能有所放缓、分化明显。国内宏观经济并不理想，资金流动性缓慢，很多中

小企业贷款困难，生存艰难。面对巨大困难挑战，我国坚持加大改革开放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宏观调控，

积极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强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统筹稳增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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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但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塑料管方面，行业发展稳中有升，塑料管道产品在市政工程、建筑业、水利工程、农业、工业等领域保持

着稳步增长，但同时，企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一些落后的产能被淘汰，行业发展资源向有品牌优势、有质

量保障、有竞争实力的企业进一步集中。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公司坚持“开源、节流、防风险、抓落实”的总体工

作思路和“挖掘潜力、提升能力、激发活力，集中精力干在实处、齐心协力责任担当”的总体工作要求，全

面推进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4亿元，同比45.70亿元增

加7.84亿元，增长17.16%，其中，管道业务完成50.82亿元，同比增长16.61%，太阳能业务完成2.07亿元，

同比增长41.98%，电器开关业务完成0.65亿元，同比下降0.67%。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2.79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16%、2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效益取得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均实现稳定增长，除了市场需求旺盛，行业洗牌初见成效，优势企业

的集中度提升等因素，更主要的是公司营销策略调整，针对薄弱区域，公司加大人力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

力度，各区域和销售板块销量稳步增长，特别是安徽、天津、重庆公司的业务增长率尤为突出。同时,公司

通过目标管理的各项节流项目课题，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使利润增长幅度高于销售增长幅度。 

2、营销达成预期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经销网络，合理布局网点，大力建设物流仓储中心，优化物流配送方式，分

别在贵阳、西安、长沙、昆明和重庆等地设立配送中心，以点连面初步建成西北、西南和华中的配送网点。

项目工程方面亮点纷呈，公司在港珠澳大桥、湛江宝钢穿海工程、珠海航空城、深圳会展中心和浙江乐清

湾铁路等重大国家或地方标志性工程的中标，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产品形象和品牌影响力。外贸销售方面

采取一事一议、一国一策的办法，通过数据分析，重新定位价格体系和销售策略，交出了理想的成绩单。 

3、管理实现规范化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行目标管理，从开源、节流、防风险、抓落实四个方面，将全年的经营指标和

工作措施以项目课题和重点工作的形式分级分解、落实。以“项目+平台”的模式持续推进精益生产，围绕

七大卓越持续开展提案改善、QCC、TPM等各类管理活动。在前两年效能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规范效

能建设日常检查、考核，巩固了效能建设已取得的成果。将应收账款控制作为全年风险管控的重点工作，

持续跟进、加紧严控，规避风险。 

4、智造提升实质性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以制造过程自动化、信息化以及模具技改为手段的生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推进

生产成本管控，精细管理，通过生产各项成本指标考核，以目标为导向，形成了全员“降本增效”、“减员增

效”的良好氛围。信息化工作稳步推进，借助EAS和云之家系统功能实现流程管理升级，使得线上线下有效

融合。 

5、科技创新树行业性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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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多项新产品开发，优化多项管材、管件的环保配方，改善其物理性能及使用性能。

报告期内，公司主持或出席多次行业性、国际性重要会议，全方位展现公司实力和形象，得到国内、国际

专家肯定和认可，主持和参与17个国家标准和省级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18年新申请国内专利107件，

新增国内授权专利80件，截至2018年末，全集团拥有有效国内授权专利459件，其中发明专利72件、实用

新型专利354件、外观设计专利33件，国外授权发明专利1件。 

6、品牌围绕市场化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梳理、融合现有的微信平台，探索移动互联“内容+服务”的新模式，交融互通，提升

了宣传效率和效果。策划参与“台州马拉松”比赛、“管道十大品牌”、“亚洲品牌500强”等评选工作, 进一步

提升品牌影响力。组织参加各类展会、（行业）产品技术交流会，展示公司品牌形象，促进销售跟进落地，

多家展厅和形象店相继建成运营，提升了公司的形象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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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管材管件 2,650,068,840.99 591,218,873.79 22.31% 17.00% 41.54% 3.87% 

PPR 管材管件 978,790,519.97 380,873,143.87 38.91% 18.90% 13.18% -1.97% 

PE 管材管件 1,331,745,304.40 239,704,293.10 18.00% 12.57% -6.88% -3.76% 

电器产品 65,303,367.02 10,886,163.34 16.67% -0.67% -12.05% -2.16% 

太阳能灯具及组

件 
207,016,427.59 28,909,041.73 13.96% 41.98% -122.69% 5.06% 

其他 51,202,396.18 7,519,817.55 14.69% -41.05% -39.0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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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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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 181,002,244.3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05,319,445.83 

应收账款 724,317,201.44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0,567,793.31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0,567,793.31 

固定资产 1,770,604,205.04 
固定资产 1,770,604,205.04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61,025,294.87 
在建工程 61,025,294.87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699,703,753.4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65,339,935.95 

应付账款 265,636,182.49 

应付利息 722,836.44 

其他应付款 143,271,061.5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2,548,225.14 

管理费用 431,415,925.98 
管理费用 286,264,453.05 

研发费用 145,151,472.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87,483,360.8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88,983,360.8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19,9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8,400,0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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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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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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设立子公司公元（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震宇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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