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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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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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 85,236,378.15元，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8,523,637.82 元后，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627,090,933.49 元，扣除本年度已分配的 2017 年度股利 39,955,357.10 元，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未分配利润）为 663,848,316.72 元。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399,553,571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共计 39,955,357.10 元，其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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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溪股份 60059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四新 郑国平 

办公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延安北路 福建省漳州市延安北路 

电话 0596-2072091 0596-2072091 

电子信箱 zengsx@ls.com.cn zgp@l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电脑针织机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其

中，母公司核心业务关节轴承的营业收入占据集团销售规模的半壁江山，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内工

程机械、载重汽车、冶金矿山、水利工程、建筑路桥、航空军工等领域，出口欧美等四十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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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永轴公司生产经营圆锥滚子轴承，产品配套于工程机械、载重汽车并出口海外市场；

三齿公司生产经营齿轮，下游配套行业为国内工程机械；红旗股份生产经营电脑针织机械，产品

应用于国内织物编织行业并出口孟加拉等海外市场。报告期，高端轴套、免维护十字轴、滚动功

能部件等新建项营业收入分别为 3,371 万元、962 万元和 2,802 万元，经营规模仍然较小。 

（二）经营模式 

公司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产业链完整，生产工序主要包括：钢材-锻造-车加工-

热处理-磨加工-表面处理（关节轴承）-装配-产成品。产品以自制为主，以外协、外购分工协作为

辅；生产组织多数采用“以单定产”模式，少量长线产品采取“预测生产”方式；国内市场采用

直销模式，出口市场以直销和代理相结合。 

电脑针织机械的生产以组装为主，除针板等主要机械件部分自产外，电子控制系统、铸件及其它

配件均采用外协、外购方式。国内国际市场销售模式以代理为主、直销为辅。 

（三）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隶属机械零部件制造业，行业周期性强，国

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投资增速对行业发展影响巨大。 

报告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行业走势“前高后平”，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温，

净出口拉动力下降，政策红利及市场主机更新换代的边际效应减弱，国内制造业与房地产投资见

顶回落，新旧动能衔接滞后，行业景气度回调，下半年以来国内工程机械和重汽等下游主要配套

行业增长趋于放缓，持续二年“产销两旺”的高增长暂告一段落，市场需求回落，行业竞争加剧，

客户通过减量压价转移经营压力，加之原材料与人工成本上涨，供需两端挤压，企业边际利润下

降，经营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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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913,744.17 2,809,231,774.56 -5.21 2,618,052,509.53 

营业收入 1,025,817,868.53 890,472,067.71 15.20 612,120,961.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7,752,160.94 71,015,993.64 23.57 61,744,520.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538,297.16 34,648,925.75 25.66 -34,862,2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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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34,628,942.95 1,899,677,637.42 -3.42 1,890,659,684.3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623,805.34 -70,060,761.64 222.21 -28,602,989.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96 0.1777 23.58 0.15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196 0.1777 23.58 0.154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70 3.75 增加0.95个百分

点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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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41,345.79 301,916,363.03 247,657,245.54 209,002,91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93,096.16 28,945,139.36 30,505,392.93 3,708,53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906,797.51 10,459,491. 09 23,807,102.81 -9,635,09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56,124.60 23,392,589.02 11,485,847.91 78,201,493.0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第四季度受行业需求变动影响，营业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第四季度新增资产减值损失 1,585 万

元，包含期末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572 万元以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等影响增加资产减值

损失 1013 万元，其中子公司闽台龙玛公司新增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626 万元；主要受上述因素影响，

导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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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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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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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数量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

司 

0 151,233,800 37.85 0 无   国家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62,990 19,359,290 4.85 0 无   国有法人 

王建军 4,374,009 7,003,320 1.7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孙海珍 818,691 2,625,666 0.6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欧斌 -2,265,000 1,938,860 0.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绍钢 1,660,500 1,660,500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许晶晶 -1,200,645 1,578,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春芳 1,540,053 1,540,053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赟桥 800,000 1,299,8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慧萍 -26,600 1,145,80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漳州市国资

委，其与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2）其他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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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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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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全员的不懈努力，报告期公司经营逆势增长，营业收入、利润等全面完成年度目标指标，集

团及母公司营业收入再创历史新高。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总资产 266,291.37万元，同比增长

-5.21％％，净资产 183,462.89 万元，同比增长-3.42％（主要是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利

润总额 9,084.60 万元，同比增长 16.73％；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775.22 万元，同比增长

23.57％；扣除非经济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353.84 万元，同比增长 25.66％；其

中，母公司营业收入 66,539.22万元，净利润 8,523.64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5.31％和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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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按照

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13 号文和财会[2017]30 号文的规定，变更公司会计政策。具体如下： 

①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7]1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规定，对 2017年 5月 28 日后公司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进行分类、计量

和列报，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

益，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7年度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在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新增项目“（一）按经

营持续性分类”、“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列示金额 68,252,547.65元、 “终止经营净利润”

列示金额 344,749.25 元；同时上年同期的“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列示金额 54,043,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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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终止经营净利润”列示金额 -213,274.02 元。本次变更系在利润表中增加列报持续经营

和终止经营的净利润情况，对本期和上年同期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未产生影响。对资产负债表项目未产生影响。 

②一般企业财务报表的格式变更 

根据（财会[2017]30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项目之下“其他收益”项目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

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

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资产负债表中，

将“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和“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项目变更为“持有待售资产”和“持

有待售负债”。 

报表格式变更对 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的影响：在利润表“其他收益”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2017 年度调整增加“资产处置收益”金额 1,807,491.89 元，调整减少“营业外收入”金

额 1,827,469.08 元、调整减少“营业外支出”金额 19,977.19 元，调整增加营业利润

1,807,491.89元；同时，调整增加上年同期“资产处置收益”金额-122,728.40 元、调整减少“营

业外收入”金额 34,204.78 元、调整减少“营业外支出”金额 156,933.18元，调整减少营业利润

122,728.40元。对本期和上年同期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未产生影响。变更项目名称对资产负债表项目列报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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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未发生变化，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见本“附注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曾凡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