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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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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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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股份 股票代码 00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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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伟胜 黄沛君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东道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起湾东道侧白沙湾工业

园区 

电话 0760-23320821 0760-23320821 

电子信箱 investor@camry.com.cn investor@camr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以衡器相关产品生产为主。此外，公司于2018年3月底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宝盛自

动化51%股权，同时增加自动化设备设计生产业务；2018年11月底变更调整为现金收购宝盛自动化24.37%股权，从2018年12

月起，宝盛自动化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主要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家庭用户提供创新的家用健康产品和智能测量产品，为人类家庭健康、便捷生活持续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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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好的服务；同时致力于为商业用户提供优质的商用计量专业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为商贸交易活动的准确高效进行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人体健康秤、脂肪秤、厨房秤等家用健康产品，电子台（案）秤、计重计数秤、收银秤、

追溯台（案）秤、弹簧度盘秤等商用称重产品，以及智能体脂秤、智能食品营养秤、智能手环（表）、智能婴儿秤、智能杯

垫等智能测量产品。 

宝盛自动化主要产品为平板显示模组组装设备中的贴合类、精密清洗类、组装类、检测类设备，包括上下料机、研磨清

洗机、贴合机、点胶机、邦定机、检测机、焊接机、覆膜机等，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平板在内的新兴消费类电子产品和车载

工控仪表显示等其他需要显示功能的终端产品。 

（二）行业发展变化 

从目前行业发展现状来看，高集中度是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在消费者对产品性能、工艺

水平、质量要求、个性体验越来越高，及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整体上行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大型知名品牌企业的品牌优势、

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将日益明显，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信息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新技术异彩纷呈，新产品不断涌现。现代衡器产品已

从机械式、功能单一发展成为融合计算机、微电子、信息处理、自动控制等多项技术的知识密集型产品。近年来，人们追求

健康运动生活持续升温，而传感测量、可穿戴、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家用衡器产品已经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不

可缺少的健康产品，随着智能体脂秤、智能儿童成长秤、智能食品营养秤、智能手表手环等健康智能测量产品推陈出新，也

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并给人们对健康生活的管理带来更大的便捷和帮助，市场前景仍然广阔。在商品流通领域，除基本的计

量称重功能外，现今的智能化衡器产品还可实现自动识别、移动支付、安全溯源、远程监管理等多项功能，已成为改善政府

民生管理、保障居民安全食品、提高贸易结算效率中不可缺少的计量与管理设备。 

（三）市场竞争变化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将日趋明显。随着国内外电商平台的飞速发展，电商购物已成为发展最快、

增量最大的一种居民消费模式。公司大部分产品作为典型的终端消费类产品，各类家用健康产品和智能测量产品被消费者直

接通过网络购买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全球性网络销售渠道建设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 

多功能、智能化是家用健康产品、智能测量产品和商用称重产品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健康管理应用领域，体重测量仍将是未来家庭健康管理的关键环节，同时运动、饮食、睡眠、脂肪、血脂、血压、脉搏、

心率、骨骼等人体健康运动数据信息也将成为人类健康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如同时将人体体重、脂肪、体温、心血管功能、

睡眠等人体体征参数，以及温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参数等，融入或集成到家用健康、运动测量产品中，不仅可以有效节约

用户购买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节约利用，也可使得用户在测量体重的同时亦能便利获取其他各种体征数据信息，从而有助

于用户体验满意度的大幅提升。同时，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各种健康管理设备将所采集的体征、运动、

睡眠等健康数据上传至移动终端、计算机或云平台等数据平台，通过深度挖掘分析相关健康数据后，用户可对自身健康状况

进行预判，再由产品提供商、医疗、健身、健康顾问、饮食、食品等服务机构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健康、饮食、运动管理建议，

最终形成健康管理服务的完整闭环。 

商用计量称重领域，随着全球商贸交易的不断发展，同时具备称重计量、商品信息溯源、移动快捷支付、物品图像自动

识别、广告信息推送彩显、终端设备运行状态等多项功能一体化的智能衡器产品可有效实现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

目标。 

（四）公司行业地位 

作为国内行业知名的品牌生产企业，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优异的产品性能和齐全的产品结构，已在行业内建

立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客户认知度高，市场地位突出。 

据中国衡器协会统计，2006年至2017年间，公司家用衡器产品的销售量、销售额和出口创汇总额均连续12年位居行业第

一；2015-2017年，公司商用衡器产品的产销量位居行业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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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988,325.30 929,119,063.18 0.95% 828,019,40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95,133.39 71,489,595.08 -46.15% 104,125,8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05,364.48 61,505,662.51 -116.27% 98,387,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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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358,013.30 45,925,506.50 116.35% 79,989,82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2 -51.39%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2 -51.39%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24.47% -19.78% 30.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95,111,729.38 978,966,975.37 11.86% 511,972,80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8,547,493.97 806,352,070.84 3.99% 347,711,5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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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47,246.51 256,320,876.87 248,865,408.87 254,654,79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6,475.32 8,626,569.40 10,154,907.47 14,637,18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2,255.30 4,101,420.96 2,473,208.33 -17,432,24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77,230.61 59,707,826.17 1,557,006.16 71,170,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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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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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昆 境内自然人 29.90% 33,200,000 33,200,000   

陈博 境内自然人 9.96% 11,063,900 8,297,925   

程铁生 境内自然人 9.96% 11,063,900 8,297,925   

邓杰和 境内自然人 9.96% 11,063,900 8,297,925   

刘焕光 境内自然人 4.99% 5,536,100 4,152,075   

王咸车 境内自然人 4.99% 5,536,100 4,152,075   

苏小舒 境内自然人 4.99% 5,536,100 4,152,075   

李汉永 境内自然人 0.66% 731,100 0   

徐克伟 境内自然人 0.63% 700,000 0   

李均立 境内自然人 0.28% 30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赵玉昆、陈博、程铁生、邓杰和、刘焕光、王咸车、苏小舒 7 名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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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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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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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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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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7,988,325.30元，营业利润-2,470,925.91元，利润总额40,434,734.5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8,495,133.39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增长

0.95%、-102.87%、-54.74%、-46.15%。 

报告期内，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经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致，服务客户，争取订单，使公司营业收入基本持

平去年同期；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增加了研发以及技改力度，加大核心技术研究投入，以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此外，由于

公司提前终止实施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费用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影响，期间费

用同比增加，导致利润总额下降。 

报告期内，结合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结合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和发展方向，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宝盛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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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4.37%股权，尝试向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未来，公司将根据宝盛自动化的发展情况和行业趋势，继

续物色和引进有竞争优势的合作方，有效利用公司原有的制造业积累经验和人才储备，以实现健康智能测量和高端智能装备

等多领域发展及转型升级的长远目标。 

此外，公司在现有全球营销网络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电子商务领域，特别是跨境电商渠道的建设投入，已通过培育、引进、

合作等多种方式，增加和拓宽主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未来，公司仍将继续立足全球市场，大力拓展海外电商营销业务，并加

强对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内二三线城市市场的开发，进一步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保持公司在全球家用健

康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 

公司以“增进人类健康”、“实现精准计量”为使命，秉承“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更高、更

快、更强、更好”的企业精神，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市场为中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良服务，通过科学

管理创造卓越绩效，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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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健康产品 571,501,722.98 170,015,184.09 29.75% -13.09% -17.84% -5.47% 

商用称重产品 203,767,910.49 50,800,813.63 24.93% 0.39% 1.00% 0.61% 

智能测量产品 61,415,412.43 19,109,939.94 31.12% 1.53% -0.8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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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能实现同比正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 

报告期内，公司增加了研发以及技改力度，加大核心技术研究投入，以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提前终止实施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费用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

波动等影响，期间费用同比增加，导致利润总额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宝盛自动化24.37%股权，但受到2018年整体经济形势特别是手机行业整机出

货量下行影响，宝盛自动化前期投入研发和生产的产品暂未能取得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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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5日召开第4届董事会3次会议、第4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新颁布修订后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原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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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行相应变更，其他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3月6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5）。 

2、2018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变

更的议案》，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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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4日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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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3月底现金购买宝盛自动化51%股权，对宝盛自化实现控制，2018年4-11月公司合并范围增加宝盛自动化，

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2018年11月底股权调整变更为24.37%，丧失控制权，从2018年12月起，宝盛自动化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范围，划分为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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