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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9-026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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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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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恒盛 股票代码 0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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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韬 赖紫婷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

号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

号 

电话 0592-5163990 0592-5163990 

电子信箱 lintao@kehua.com laiziting@kehu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进一步深化战略转型指导方针，以智慧电能技术为核心，匹配客户应用场景需求，在高端电源、云计算基

础服务、新能源等业务领域，充分发挥技术同源的优势，为客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多场景融合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行业

一流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与服务商，形成完善有机的业务形态和战略体系。在智慧电能技术的基础上，公司不断提升供应

链、产品研发、服务等能力，下沉研发、财务、供应链等平台部门到市场前端，贴近客户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强化运营管理

能力，有效支持公司业绩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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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电能技术，公司当前产品及方案主要应用于云计算基础服务、高端电源、新能源这三大业务领域。 

1、云计算基础服务业务（“云基”业务） 

得益于云计算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2018年公司云基业务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成立云集团后，公

司已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产品方案、设计规划及建设到运维服务的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在产品销售方面，公司分析

行业趋势，结合对客户应用场景的深度理解，研发生产了微模块数据中心产品，并实现了单品销售额突破亿元的目标，在各

大互联网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客户群体中赢得了不错的反响。在数据中心运营方面，公司当前在北上广等地共建有

5个大型数据中心，在运营机柜数约1.2万，客户范围覆盖政府、金融、互联网等各个领域，并持续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建设的数据中心整体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数据中心运营服务质量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在数据中心

EPC业务方面，公司于2018年8月收到阿里巴巴的《JN12数据中心项目需求意向函》，与阿里巴巴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

步加强。报告期内，公司数据中心EPC业务取得优异的成绩，已成为云基业务快速增长的重要部分。 

2、高端电源业务 

高端电源业务是公司最早的应用领域，2018年在保持金融、通信、公共等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公司在轨道交通、工业、

军工领域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公司产品已从早期简单的UPS电源升级到满足客户应用场景需求的综合电力能源解决方案。

在轨道交通领域，2018年12月由公司投资建设的广州地铁鱼珠车辆段5MW光伏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

的结合地铁交通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通过“光伏+轨道交通”的多场景融合解决方案，实现客户对“绿色交通”理念的需求。同

时，公司也参与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工程，全力保障港珠澳大桥电力运行安全。在工业领域，公司超大功率UPS已达到了800K

的标准，是目前国际上所能报出来的单机功率最大的UPS，打破了国外品牌在该领域的垄断，为国产品牌进口替代而努力。

在军工领域，公司核岛级UPS在广西防城港华龙一号核电基地也得到了应用，借助军民融合合的趋势，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

在储能、微网、数据中心等细分领域均取得优异成绩。 

3、新能源业务 

公司新能源业务包含光伏、储能、充电桩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主要产品包含光伏逆变器、光伏离网控制器、储能变流器、

离网逆变器等。2018年，光伏行业受政策影响波动较大，针对这一行业特性，公司采取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策略，前移研发、

客服等部门，以客户为中心，快速适应行业波动，快速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公司通过开展“光伏+”的多场景融合解决方案，

实现了光伏在轨道交通、数据中心、充电桩等领域的应用。并且，公司紧随市场趋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2018年新能源业

务在海外斩获了重大成果。在光伏行业持续波动的背景下，公司积极拓展储能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河南、湖南等

地的储能示范项目，助力当地电网升级。根据赛迪报告显示，2018年度科华恒盛中国储能市场用户侧市场占有率处于第一位。

在充电桩领域，公司为政府运营商、地产开发商提供绿色智能充电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一站式”工程，产品方案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厦门、南京、三亚等城市均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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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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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6,927,692.

19 

2,412,344,741.

63 

2,409,726,760.

47 
42.63% 

1,769,996,350.

07 

1,769,996,350.

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4,763,418.84 426,208,114.86 426,208,114.86 -82.46% 171,567,138.02 171,567,13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25,953.10 178,190,035.76 178,190,035.76 -79.56% 145,675,087.88 145,675,08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8,082,212.25 167,567,233.58 167,567,233.58 95.79% 287,768,017.51 287,768,017.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1.55 1.55 -82.58% 0.67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1.55 1.55 -82.58% 0.67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13.10% 13.10% -10.88% 7.02% 7.0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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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542,152,558.

69 

6,234,271,307.

94 

6,234,271,307.

94 
20.98% 

5,062,606,022.

72 

5,062,606,022.

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00,474,420.

04 

3,476,157,561.

26 

3,476,157,561.

26 
-5.05% 

3,052,251,335.

78 

3,052,251,335.

7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

度其他收益 2,650,436.49 元，调减 2017 年度其他业务收入 2,617,981.16 元、营业外收入 32,455.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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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74,310.45 887,701,917.34 828,971,309.30 1,227,180,15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00,544.95 48,482,236.78 31,771,194.58 -35,990,55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62,907.82 43,773,922.81 25,866,118.97 -51,776,99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480,815.62 -54,505,710.93 180,364,390.43 336,704,3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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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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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科华伟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83% 86,143,249 0 质押 43,910,400 

陈成辉 境内自然人 16.57% 46,307,720 34,730,790 质押 30,999,999 

黄婉玲 境内自然人 4.89% 13,662,000 0 质押 1,734,695 

厦门象屿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51% 9,808,466 0   

石军 境内自然人 3.36% 9,381,455 7,036,091 质押 9,381,455 

林仪 境内自然人 1.39% 3,872,800 2,904,600   

颐和银丰（天

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3,022,165 0   

吴建文 境内自然人 0.79% 2,209,000 0   

肖贵阳 境内自然人 0.59% 1,662,192 0 质押 1,39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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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45% 1,243,7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陈成辉先生，两者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

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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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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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国际贸易形势复杂的背景下，2018年公司战略转型进一步深化，依靠多年的电力电子行业经验以

及业务领域技术同源的优势，公司积极发展多场景融合解决方案，深度挖掘客户应用场景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云计算基础

服务业务、高端电源业务、新能源业务均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实现快速高效响应市场需求，提升内部

运营效率，公司下沉研发、财务、供应链等平台部门，围绕客户需求构建相应平台能力，在产品立项、成本控制、财务管理

等多方面能力得到加强，经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公司秉承“爱拼、团结、共赢”的企业文化，坚持“目标管理+绩效合约”模

式，公司全面推行利润绩效签约制，完善利润中心机制，鼓励利润分享、风险共担，“力出一孔”，公司战略转型成效逐步显

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6,927,692.19元，同比增长42.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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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36,425,953.1元，同比下降7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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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端电源 768,008,109.88 324,656,365.45 42.27% 4.38% 18.92% 5.17% 

2、云基础产品及

服务 
1,504,383,791.63 346,521,373.13 23.03% 103.18% 49.63% -8.24% 

3、新能源产品系

列 
417,799,500.39 114,941,287.71 27.51% 22.72% 20.40% -0.53% 

4、配套产品 495,594,378.38 120,088,012.82 24.23% 35.04% 27.28% -1.48% 

5、电力自动化系

统和智慧能源管

理系统 

143,965,865.94 46,497,606.62 32.30% 12.98% 11.14% -0.54% 

6、光伏发电 66,225,252.17 47,110,914.56 71.14% -7.22% -2.9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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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63%，主要原因为云基础产品及服务同比增长103.18%。 

2、营业成本同比增长50.55%，主要原因为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3、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3.86%，主要原因为①上年同期存在转让中经云股权和分步合并控制天地祥

云后原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使得上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增加约2.3亿元；②本期计提资产减值约1.66亿；③本

期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3号》的规定，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授予的权益工具，应视同加速行权处理，

确认剩余等待期内的股份支付费用，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④公司在新产品、新项目、新市场上所需的研究开发、人才引

进、市场开拓等前期费用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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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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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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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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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

其他收益2,650,436.49元，调减2017年度其他业务收入2,617,981.16元、营业外收入32,455.33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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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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