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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号：（2019）015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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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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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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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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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贵电器 股票代码 3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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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震 许小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传真 0576-83938061 0576-83938061 

电话 0576-83938635 0576-83938635 

电子信箱 yonggui@yonggui.com yonggui@yonggu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电连接器、连接器组件及精密智能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支持，公司产品以连接器为核心，

各大领域纵深拓展，形成具有公司特色的产品结构，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介绍如下： 

1、轨道交通板块产品主要包括：连接器、减振器、门系统、计轴信号系统、贯通道、受电弓碳滑板、蓄电池等，主要

应用在铁路机车、客车、高速动车、地铁、磁悬浮等车辆及轨道线路上；配套供应于中国中车集团、八大铁路集团以及建有

轨道交通的城市。 

2、新能源板块产品主要包括：高压互联系统连接器及线束组件、高压配电盒、充/换电接口、电池管理系统（BMS）、

充电桩等，在电动汽车领域可提供整个汽车高压、大电流互联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在风电领域可提供变流系统、变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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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系统、滑环电联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 

3、通信板块产品主要包括：防水连接器、电源连接器、PCB板卡类边缘连接器、高频连接器、高速电缆组件、精密FPC、

WTB、BTB、USB3.0等，主要应用于各类通信网络设备和消费类电子中，在移动、宽带、光网络、能源与基础设施、智能

终端、以及电脑、手机等产品领域配套使用。 

4、军工板块产品主要包括：高频、低频、光纤、特种连接器及其线缆组件，机箱、机柜及其配套系统组件等，主要为

中国十二大军工集团研制的战车、雷达、火炮、导弹、战机、水上水下各型舰船等武器及设备配套。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确定采购原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并进行供应商评估与选择，采取批量采购和按需即时采购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定制化零部件采购和标准化零部件采购。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采购管理

制度，以规范原材料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和审批流程。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在获取客户中标通知书或签订合同后进行订单生产。另外，轨道交通领域会对部

分常规通用零部件进行备货生产，通信领域会根据客户需求提前安排常规型号产品的备货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为直销，根据区域的不同设立办事处或销售代表，直接面向各地的客户，保持与最终客户的面对面

沟通和快捷服务。公司以“直销”为核心，全面履行“科技连接未来”的使命，在轨道交通领域、新能源领域、通信领域、军工

领域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连接与互联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从轨道交通连接器起航，深耕多年，在国内轨道交通连接器细分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在2010年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

领域，并在近几年实现爆发式增长，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公司2016年收购翊腾电子，实现与3C领域的产业整合，在精

密连接器和结构件产品领域占据国内明显优势地位。 

    截至本报告期末，新能源、轨道交通、通信板块分别占公司收入的前三，公司连接器市场的布局日趋完善，对单一轨道

交通连接器的依赖性正进一步减弱。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强对连接器新领域的突破，实现公司在各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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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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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268,163.44 1,268,570,583.21 1,270,389,772.25 3.14% 955,367,348.29 958,754,29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8,711,626.43 181,248,423.27 172,381,636.33 -366.10% 161,380,020.87 159,485,0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348,427.22 175,086,462.46 166,219,675.52 -390.79% 156,795,510.51 154,900,50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809,533.95 -37,218,769.90 -11,414,131.36 1,438.77% 39,156,130.90 39,156,13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0.47 0.45 -364.44% 0.45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 0.47 0.45 -364.44% 0.45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7% 6.61% 6.29% -24.16% 8.99%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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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390,851.47 3,364,092,363.22 3,362,930,401.90 -14.08% 3,106,197,697.81 3,106,197,69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5,036,599.91 2,823,540,425.44 2,812,778,633.78 -17.34% 2,666,891,068.49 2,664,996,0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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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 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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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存在账外结算部分废料与

残次品等收入、支付成本费用情况，以及存在销售折让、费用跨期情况，上述情况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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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02,526.12 289,269,543.30 339,897,511.62 403,098,58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154,852.48 26,376,409.36 40,861,047.00 -575,103,93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907,028.32 23,935,603.32 38,161,362.22 -588,352,42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4,356.55 -37,799,797.84 2,681,817.14 186,543,1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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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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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贵 境内自然人 15.71% 60,403,200 45,302,400   

浙江天台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1% 36,210,000 0   

范正军 境内自然人 8.15% 31,352,500 23,514,375   

范纪军 境内自然人 7.85% 30,201,600 22,651,200   

娄爱芹 境内自然人 4.67% 17,963,440 13,472,580   

汪敏华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2,743,400   

卢素珍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2,743,400   

涂海文 境内自然人 4.26% 16,376,840 12,282,630 质押 8,180,0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 5,782,868 0   

卢红萍 境内自然人 1.06% 4,094,210 2,456,5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范永贵、范纪军、范正军、汪敏华、卢素珍、娄爱芹组成的范氏

家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涂海文与卢红萍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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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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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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宏观市场环境，公司坚持“天道酬勤”的核心价值观，肩负“科技连接未来”

的使命，在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带领下认真落实2018年度经营计划，加快创新步伐、强化内部协同、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

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轨道交通、新能源电动汽车、军工、通信等领域产品，进一步加强市场

开拓能力及销售队伍建设，巩固公司的市场优势。 

2018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1,026.8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4%；实现营业利润-47,695.8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36.7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871.1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66.10%；报告期末总资产为288,939.09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4.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32,503.6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7.34%。公司2018年度业绩亏损主要

原因为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共计65,524.23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坏账准备9,086.74万元，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3,014.45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53,423.05万元。 

2018年，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进一

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为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销售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高度关注市场发展趋势和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将“生产

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作为公司市场经营方针。同时，通过前期市场走访，了解行业竞争态势，明确主要产品竞争对

手，分析其优势及不足，有针对性制定市场策略及提供产品附加服务，维持现有顾客的同时，有的放矢地进行市场开拓。并

积极做好市场开发与维护工作，通过不定期进行顾客回访，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各类顾客的需求以及永贵产品、

服务的满意程度，对顾客的问题或投诉及时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解决。 

研发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增强和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并取得了一定突破。2018年，公司投入研

发费用7,929.8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05%；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并受理国家专利80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共拥有专利授权321项，其中发明专利59项，实用新型专利219项，外观专利43项。公司根据项目研究与开发阶段

的不同特点，优化研发系统组织结构，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并在核心技术与相关产品上都取得了一定突破。同时，公司努

力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与机制，引进优秀研发人才，提高研发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此外，

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团队建设的同时逐步落实激励机制，维护项目和产品创新的基础。 

生产方面，在满足客户交付的前提下，按照质量体系运行的要求，认真做好制度化和流程化建设，积极开展降本增效、

大力推行机器换人、精益制造和标准化安全生产，加强生产过程管控，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公司IPO募投项目均已建成投产，

解决了公司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和贮运场地不足的问题，满足公司研发、生产、组装、试验、测试、存放代运等工序的需要，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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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集团化管控力度，遵循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优化母公司和各子公司职能定位，充分调

动各子公司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运营效率。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的精细化管控，着重子公司财务

管控及风险控制，通过全面预算管理、重大事项报告及监督等机制，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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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连接器 403,785,148.52 106,647,199.61 26.41% 2.51% -11.21% -4.08% 

轨道交通连接器 450,778,992.70 224,888,446.04 49.89% 52.09% 35.69% -6.03% 

通信连接器 284,476,176.67 76,565,488.66 26.91% -35.82% -51.13% -8.43% 

其他连接器 144,281,637.43 49,378,838.32 34.22% 13.16% 3.8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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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131,026.8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4%；营业成本84,471.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52%；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871.1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66.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原因

如下： 

1、轨道交通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家重要投资方向，继续发挥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2018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28亿元，超额完成计划投资，中国内地累计有35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5766.6公里，较2017年增加745

公里。作为国内轨道交通车辆连接器核心供应商，公司紧跟国家战略，在轨道交通领域纵深拓展，不断丰富产品结构，夯实

技术储备，拓展客户资源，相关产品线逐步进入快速增长期。2018年，公司轨道交通连接器实现收入45,077.90万元，同比增

长52.09%。 

2、2018年，新能源整车行业竞争加剧，随着补贴政策的调整，对于技术标准要求更加严格，中高端新能源车逐渐成为

增长主力，公司在报告期内主动调整客户结构，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并首次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目标在全国范围内

布局新能源板块产品产线。同时，公司为了稳固市场地位、提高市场份额，加大了市场、研发的开拓力度，在与原有客户开

拓新项目、新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客户结构的调整、市场及技术的重点开拓，虽导致报告期内新能源板块增长放

缓，毛利率下降，但于公司新能源板块长期发展却是有利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3、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发放时间调整的影响，新能源汽车板块主要客户付款速度放缓，应收账款上升明显，且部分

客户经营困难、面临倒闭，公司经充分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期对该类客户计提单项大额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报

告期内，公司共计提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12,101.18万元。 

4、2018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翊腾电子实现收入38,179.79万元，同比下降17.33%，净利润4,782.58万元，同比下降53.26%，

较预期下滑较多，主要原因为：（1）翊腾电子主营业务手机、笔记本电脑连接器及结构件等收入下降；另外，2017年翊腾

电子开始实施的共享单车业务，业务模式为：由客户下达订单，翊腾电子将业务委托供应商，由供应商负责原材料采购、生

产加工、品质检验、包装、出货、运输等全过程，因行业需求下降等原因，报告期内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综合上述原因，

翊腾电子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下滑较多。（2）翊腾电子产品结构变化带来的毛利率降低，导致整体业绩下滑。（3）现有

生产线的改造提升以及对未来新产品的技改投入加大，导致成本及费用大幅上升。经过对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翊腾电子时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本期计提翊腾电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51,387.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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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公司控股孙公司沈阳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博得”）业绩未达预期，主要原因为沈阳博得的

配件国产化进度延缓，导致成本较高，整体毛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沈阳博得时所形成的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计提沈阳博得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为 1,038.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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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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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01,799,788.3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06,559,331.20 

应收账款 704,759,542.85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4,943,020.55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943,020.55 

固定资产 615,629,029.15 
固定资产 615,629,029.15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5,872,775.77 
在建工程 5,872,775.77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31,454,474.8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6,525,082.14 

应付账款 285,070,607.31 

应付利息 36,778.07 

其他应付款 16,775,667.0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738,888.96 

管理费用 164,899,483.27 
管理费用 102,620,763.38 

研发费用 62,278,719.8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55,967,837.2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772,475.7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69,204,638.5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3,400,0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5,804,63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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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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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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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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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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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九航电子公司 2018年2月 20,250.00 45.00 支付现金 

本公司持有九航电子公司45%股权，根据九航电子公司章程，九航电子公司董事会成员5人，其中本公司委派3人，董事

按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董事会每项决议均需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通过，本公司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权，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认缴比例 

永贵金华公司[注] 新设 2018年8月  100% 

四川惠仕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5月 3,500,000.00 100% 

西安博得公司[注] 新设 2018年5月  100% 

 [注]：截至2018年末，永贵金华公司、西安博得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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