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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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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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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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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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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星股份 股票代码 3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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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兰 戴斌琴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传真 0574-63932266 0574-63932266 

电话 0574-63932279 0574-63932279 

电子信箱 ir@ci-xing.com ir@ci-x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电脑横机业务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隶属于“C73专用设备制造业”，细分为针织机械行业，公司以“企业永续

经营、建设幸福家园、成为针织行业的典范”为使命，主要从事针织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我国针织

机械技术水平、推动针织工艺发展的进步，实现针织业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智能针织机械设备，以电

脑针织横机和电脑针织鞋面机为主，其中毛衫用电脑横机主要用于毛衫的生产，鞋面机则主要用于飞织鞋鞋面的生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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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的全成型电脑横机目前正在进行长时间稳定性测试、开发更多织物款式及系统完善，客户购买意愿强烈，现处于小批量

试产阶段。 

根据中国纺织机械协会2018年纺织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来看，2018年横机业务在上半年保持了产销两旺的状态，自第

三季度爱出现增速放缓，全年产销同比去年有一定下降。鞋面机市场在福建等传统制鞋地区和河北三台、浙江温州等新兴制

鞋地区大规模增长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饱和现象。据纺机协会统计，横机2018年销量约为15000台，同比去年减少19%，

公司2018年销量为22026台，同比增长56.36%。公司是国内首批电脑横机研制企业，针对客户对针距的不同需求，拥有行业

最齐全的各类针距电脑横机，满足客户对粗细针加工的要求，同时公司设备无论是售价还是功能，均能够覆盖和满足不同目

标市场；公司还是电脑针织横机及电脑无缝内衣机的国家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是全球重要的针织设备供应商。 

机器人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中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3C及汽配行业的单机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流水线以

及智慧工厂整体改造。针对不同行业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客制化的自动化设备和整体解决方案。报告期内该子公司积极引进

了优质团队，重点布局光伏、锂电等新能源业务。 

移动互联网业务 

全资子公司杭州多义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有移动互联网视频内容分发及移动支付业务，公司建立完善爱乐吧移动视频分

发平台，用户通过运营商计费购买会员后观看视频内容。并为公司自主开发并为产品开发者提供计费通道的移动支付服务。。

杭州优投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营销领域，通过整合接入中小流量主的长尾流量，经过大数据加工后汇聚成具有

规模的流量池资源，同时对接众多的在移动端有营销需求的广告主以及其它的DSP平台(DSP平台指需求方平台)，通过公司

自主研发的广告营销数据平台，完成广告主与流量的精准化匹配，形成完整的广告营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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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675,750.39 1,404,375,133.81 20.32% 1,098,272,53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837,467.69 238,715,549.73 -42.26% 124,212,65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00,982.51 123,042,599.71 -72.45% 74,878,33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12,987.82 183,018,024.22 -115.20% 65,199,55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0 -43.33%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0 -43.33%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6.00% -2.59% 3.2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489,640,492.19 5,226,088,324.87 5.04% 4,804,691,94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47,371,606.94 4,053,097,941.19 -0.14% 3,911,780,4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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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58,761.17 619,593,051.00 385,370,673.44 302,553,26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86,314.22 55,987,147.89 19,771,117.09 -15,607,1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656,028.85 31,655,967.69 11,634,921.80 -46,045,93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66,100.35 38,372,657.42 -56,135,467.01 -34,016,2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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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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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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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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裕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24% 242,485,016  质押 30,000,000 

裕人企业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5.74% 206,464,996  质押 130,000,000 

宁波创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7% 29,402,806    

宁波福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16,999,972    

孙平范 境内自然人 1.46% 11,700,056 8,775,042   

宁波慈星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82% 6,600,000    

宁波慈星股份

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0.72% 5,750,000    

宁波平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5,418,77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7% 4,534,4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0% 2,425,6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宁波裕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孙平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股东裕人企业有

限公司（股东之一为孙平范）、宁波创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一为孙平范近

亲属）、宁波福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合伙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宁波

平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一为实际控制人孙平范近亲属），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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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视频业;互联网营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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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针织横机 844,104,021.43 532,292,888.46 36.94% 15.75% 19.11% -1.78% 

鞋面机 404,712,151.86 264,404,641.14 34.67% 114.34% 131.48% -4.84% 

互联网业务 272,163,872.64 120,009,615.98 55.91% -2.08% 2.87%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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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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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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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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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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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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第八节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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