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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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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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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熊海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昌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谭虹华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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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昌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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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昌焱 郑小芹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 号 

电话 020-32200889 020-32200889 

电子信箱 zhengquan@echom.com zhengquan@ech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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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家电、汽车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产品主要是数字智能终端，及应用于家电及汽车

等的各类外观结构部件。毅昌科技坚持以“科技立国，设计兴国”的发展理念，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将工业设计(Design)、三精

制造(Manufacture)、五星服务(Service)相结合的DMS创新产业模式——即以工业设计为主导，融合信息化技术，对新兴科技、

创新设计、先进工艺、自动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等多方面进行集成创新，为国内外200多家客户提供工业设计及生产制造创

新增值服务。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订单驱动型发展模式，以设计和服务拉动客户订单需求、以订单指导采购、生产等各个环节。通过提

供从设计、精益制造到服务的一整套方案，让客户体验更美好的科技生活，从而带动企业的业绩增长。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和积淀，公司在电视机外观结构件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前茅。但随着近年来公司所属行业呈现

出的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的特点，同时，下游家电行业市场保有量逐步接近饱和、消费引擎动力不足，公司

主营业务盈利空间受到压缩。因此，公司积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现有主营业务上寻求产品的升级改良，在智能制造方面，

公司重点布局、研究及开发智能终端显示业务，通过外延发展迅速整合优质内容资源，积极对外寻求合作，加强产业链整合

力度，布局互联网电视领域，推出专门针对互联网的品牌战略，提升产品的利润空间。 

据2018年度彩电行业研究发布会报告显示，继2017年彩电销量大幅下滑之后，2018年国内彩电市场依然低迷。2018年，

国内彩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1490亿元，同比下降8.6%，全国彩电市场零售额为4700多万台，比上年略有增长0.5%。大型电

视零售额持续增长，2018年达到337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8%。虽然2018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额略有增长，但并不乐观。

大尺寸化仍在持续，2018年电视零售面积3370万平方米，同比上升6.8%。2018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虽有小幅增长，

但不容乐观。相对于其他家电产品，黑弱白横的状态十分明显。虽在过去的一年，作为彩电业上游的面板市场价格整体下滑，

给彩电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但价格战却在过去两年成为电视行业的主旋律，导致行业整体利润偏低，用低价换市场

占比的趋势更加明显，无数次的低价促销刺激着行业的神经。面对这些新挑战，公司应该深耕当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发出当

地人喜爱的产品，在与各种品牌的较量中站稳脚跟。通过完善供应链体系，与当地开展合作共赢，加快本土化进程。在品牌

定位上，要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重塑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布局、品牌建设、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方面

进行系统优化。在曲折的道路上，找准定位，在新时代、新赛场地海外市场迸发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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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126,828.89 5,697,733,562.22 -14.02% 5,754,328,93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3,674,954.32 -478,527,643.84 -70.04% 19,205,16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810,006,179.17 -512,478,549.66 -58.06% -16,332,8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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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331,144.58 24,078,287.58 1,865.80% 348,022,55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3 -1.19 -70.59%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3 -1.19 -70.59%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00% -33.67% -71.33% 1.1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731,142,098.95 4,125,822,404.75 -33.80% 4,149,221,55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737,332.19 1,181,774,456.51 -68.88% 1,660,886,1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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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620,624.81 1,113,339,150.18 1,172,362,475.75 1,266,804,57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1,118.60 -34,394,608.25 -389,602,008.05 -391,349,45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17,357.07 -41,375,896.80 -391,240,179.81 -374,372,74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310,169.74 219,761,033.64 -19,946,495.67 92,206,4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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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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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98% 104,198,900    

袁颜 境内自然人 3.39% 13,6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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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成 境内自然人 3.00% 12,046,000 9,043,500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10,800,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6,022,500    

李美玲 境内自然人 0.77% 3,106,100    

谭虹华 境内自然人 0.60% 2,416,699    

王辉 境内自然人 0.56% 2,243,201    

瞿浙东 境内自然人 0.47% 1,900,000    

钟炜璇 境内自然人 0.47% 1,89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谢金成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除此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美玲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002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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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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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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达4,899,126,828.89元，同比减少1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3,674,954.32

元，同比减少70.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0,006,179.17元，同比减少58.06％。 

2018年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回顾： 

公司经营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核心竞争力 

按照年度规划，优化资产结构，清理呆滞库存。依托现有的客户群体及产品类型，对公司产品结构进行梳理优化，

确保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度和竞争力。 

1.持续清退低毛利、低附加值产品。2018年安徽、青岛、广州清理了大量负毛利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现有市场的

盈利能力。 

2.根据实际各地的经营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公司布局进行了调整，对公司旗下盈利低下的子公司进行清理，处置

了大量的闲置设备及不良资产，优化了集团资产结构，大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3.推动降本增效。通过行业及公司内部的对标，从直接材料、工艺、生产制程等各环节推动降本，通过产品性能升级，

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4.利用工业设计带动产品创新及盈利。再次明确工业设计及创新在公司经营的核心地位，依托公司工业设计平台优势，

整合公司技术开发及创新能力。2018年由我司自主研发D8系列、9K系列产品在整机客户群体中得以推广，得到了客户的认

可。 

二、稳步推进新能源产品创新,提升产品的工艺 

随着汽车市场新能源产品的逐步升级，2018年公司加大了新能源产品的创新，一方面弥补传统业务下滑对业绩的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及导入，逐步实现公司在国内汽车客户中的影响力，实现了从二级供应商供到一级供应

商的升级。 

本年度以公司IML工艺、光学方案的研发为核心，全面推动汽车业务轻量化（全塑尾门、发动机油底壳、塑料翼子板）、

智能化（智能座舱、集成光学照明）、扰流板、氛围灯等新产品。新工艺在汽车领域的推广，依托新工艺的开发，实现客户

与我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共赢。 

三、探索新零售行业,加快业务转型升级 

2018年公司成立了启上创新公司，开发智能台灯、车载支架。新零售行业的试衣镜、魔镜的新业务相继开展与落地。

另一方面公司在汽车在氛围灯、轻量化、高光烫印工艺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的收获。 

四、强化内部管控，精兵减政，提高效率 

2018年公司在内部管理上，集团为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实现集团与子公司、公司与个人、股东和经营层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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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探索了子公司股权改制方案落地。公司大胆引进社会优秀人才，推动了各子公司新管理理念的导入，带来了新的思

想、新方法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效。对公司现有流程制度进行梳理，优化运营管理流程31项，其中人力系统15项、财务系

统6项、制造系统4项、技术系统2项、子公司相关项目4项；建立集团与各子公司、集团贸易平台，军工、启上等新兴孵化产

业绩效分配方案。公司制造中心推动6+1专案管理，各子公司内控管理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对公司人员岗位优化与整合，压缩人工成本，强力推动精兵简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公司从2018年六千多人减少到

目前的四千多人，减少1975人，下降比例达29%，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情况下，减少了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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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一体机 1,454,826,833.49 1,400,591,278.00 3.73% -49.97% -48.63% -2.50% 

电视机结构件 1,281,274,277.85 1,123,785,793.69 12.29% 51.19% 44.04% 4.36% 

白电结构件 943,404,398.93 960,338,755.11 -1.80% 14.25% 19.49% -1.28% 

汽车结构件 599,524,112.55 652,570,704.86 -8.85% 2.62% 19.38%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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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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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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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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

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

“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核算方法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核算方法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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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本公司投资成立滁州毅昌科技有限公司，达到实际控制的标准，纳入到公司的报表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子公司广州设计谷设计有限公司、毅昌（北美）有限公司，出售河北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再

纳入公司的报表合并范围。 

3、报告期内，因沈阳毅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公司对沈阳毅昌发展的股权由100%下降至49%，故不再纳入

公司的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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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熊海涛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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