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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19-022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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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颖 董事长 因公出差 严伟 

邹雪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谢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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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413,32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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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思达 股票代码 0021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艾派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姓名 张剑洲 武安阳 

办公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1 栋 7 楼 B

区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1 栋 7 楼 B

区 

电话 0756-3265238 0756-3265238 

电子信箱 sec@ggimage.com sec@ggimag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分别如下: 

（一）集成电路业务（芯片业务） 

1、打印机主控SoC芯片 

打印机是涉及信息安全的计算机核心外部设备，打印机主控SoC芯片是打印机的核心部件，也是信息泄露的主要源头。

目前打印机主控SoC芯片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日等国外厂商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和提高信息安全度，公司自主研发了国产CPU

打印机主控SoC芯片。该芯片具备高性能、突出安全策略，支持国密、商密算法和安全防护机制。 

（1）多功能打印机SoC芯片 

基于UMC40纳米工艺技术，研发了四核多功能打印机SoC芯片，采用四颗国产嵌入式32位CPU，分别为CK810一颗、CK802

一颗、 CK803两颗。该芯片支持单色打印、复印、彩色扫描、传真等，具有完全自主的芯片安全架构。目前公司的基于国产

CPU多能打印机的SoC芯片已经开始量产，将为打印机信息安全提供有力支持。 

（2）单功能打印机SoC芯片 

基于UMC40纳米工艺技术，研发了双核单功能打印机SoC芯片，采用两颗国产嵌入式32位CPU，分别为CK810一颗、CK802

一颗。该芯片支持单色打印，具有完全自主的芯片安全架构。基于国产CPU的单功能打印机SoC已经进入MPW验证阶段。 

2、打印机通用耗材芯片 

打印机通用耗材芯片主要产品包括ASIC芯片、 SoC芯片，主要应用于墨盒、硒鼓等打印耗材，其产品主要功能为喷墨

打印机及激光打印机耗材产品的识别与控制、激光打印机的系统功能控制（SoC）。公司的ASIC芯片产品为行业领先的耗材

可替代芯片，具有运算速度更快，附带加密模块和算法设计，市场推出速度更迅速等优势； SoC芯片是业内拥有自主专利设

计技术的产品，使用国产32位嵌入式CPU,具有灵活集成硬件加密模块和软件程序、超高运算速度、低功耗等优势。 

3、物联网芯片 

公司的物联网芯片包括通用MCU芯片、电源类芯片、网络安全芯片等。 

（1）通用MCU芯片 

通用MCU芯片也称为单片机，是电子产品的“大脑”，负责电子产品数据的处理和运算。目前公司已加大对通用MCU的

研发投入，产品主要应用于仪器仪表、智能家电、游戏机、数据交换及通信设备、医疗保健设备、安防监控、消费类电子、

无人机、工业自动控制、电机驱动、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将更大程度实现集成电路芯片的国产化替代。公司的32位通用MCU

是基于ARM CPU、国产C-SKY CPU和8位CPU自主设计的。公司2018年完成了ARM Cortex M0+、ARM Cortex M3和ARM Cortex M4

三颗CPU的知识产权授权，首款通用MCU芯片已经正式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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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源类芯片 

电源类芯片是根据目前市场需求设计，其产品性能为支持大电流供电，兼有安全验证功能。 

（3） 网络安全芯片 

网络安全芯片采用多核安全技术，安全认证以及客户应用端通过多核实现物理分隔，确保客户信息及系统安全。公司

成功参与国家南方电网招标，并成功进入南方电网试运行，目前运行情况良好。基于公司在安全及多核SoC芯片上多年技术

积累，安全芯片将成为公司芯片领域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二）打印机全产业链业务 

打印机全产业链业务主要包括激光打印机整机业务、激光打印机原装耗材业务、打印机耗材零部件业务、打印机通用

耗材业务、激光打印机及打印管理服务业务。 

主要产品包括通用硒鼓、通用墨盒、色带、墨水、碳粉等，主要用于喷墨打印机及激光打印机的耗材替换使用及打印

机耗材的生产制造。 

激光打印机及打印管理服务、激光打印机整机、原装硒鼓主要为客户提供打印设备、原装打印耗材、打印相关管理的

各项服务。 

二、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特点 

（一）集成电路业务（芯片业务） 

集成电路行业产业链可分为上游集成电路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数据（程序）导入和下游电子产品制造，其中

集成电路设计是整个产业链核心。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及经营战略，通过采用Fabless运营模式，将主要资源投入到IC设计、仿

真及市场营销等核心业务环节，对于生产环节中的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市场成熟环节，会以委托加工方式完成。该模式可

使公司充分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储备，为规模化发展和产品应用领域拓展打下基础。 

集成电路行业发展受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规律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规律。近年来，得益于市场

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能力的不断提升，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市场规模保持快

速增长，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增长势头。 

（二）打印机全产业链 

公司所属打印行业为全球垄断性行业，属于蓝海市场，是护城河较宽、专利技术壁垒较高的行业，也是技术专利最多

且密集度最高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商业模式类似于剃须刀模式：即不依靠主产品（剃须刀）盈利，而是通过耗材（刀片）

获取主要利润，打印耗材是核心利润来源。由于打印耗材是消耗品，该行业也属于消费品行业，随着自动化办公及新环境下

家庭和个人的需求增长，使用量也保持增长趋势。 

公司在全球拥有的专利技术的数量和质量是公司赖以发展壮大的核心基础。“市场需求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核心”是公

司的研发观，公司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依靠先进科技，采取合作开发、自主开发等多种研发模式，向消费者提供不断满足其

对办公生活需求的打印解决方案。 

打印机行业具有非常强的反周期特征，其市场基本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三、 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一）集成电路业务（芯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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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集成电路设计及应用业务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具有CPU独立设计能力和复杂SoC芯片的设计能力。公司是“中国

芯”开发应用的领先企业，并已经连续六年被授予“中国芯”最佳市场表现产品奖；是工信部“核高基”课题《国产嵌入式 CPU

规模化应用》的牵头承担企业，核高基重大专项是国家在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要布局，在推动着我国集成电路关键领

域的产业化发展。公司的集成电路业务首先立足于在打印机行业的应用（耗材芯片、打印机主控SoC芯片）、继而逐步扩展

为打印机行业之外的应用（如通用MCU、物联网等），公司有志于成为全球通用MCU设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二）打印机全产业链 

耗材芯片及打印机主控芯片处于全球细分行业领先的市场地位；打印机兼容耗材处于全球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奔图

激光打印机处于中国信息安全打印机领先地位；利盟激光打印机处于全球中高端激光打印机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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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2018 年 4 月 2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立信”）出具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C10255 号）。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在编制 2018 年年报过程中发现，2017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补

充资料的非经常性损益数据有误。经会计师再次核查，2017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部分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数据计算确有错误，

需要进行更正。更正事项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扣非后相关数据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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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6,472,338.76 21,323,938,529.08 21,323,938,529.08 2.83% 5,805,462,314.79 5,805,462,3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50,700,507.74 949,416,040.24 949,416,040.24 0.14% 61,075,115.31 61,075,1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3,811,606.28 -1,381,324,931.33 -1,176,158,285.84 153.89% 40,318,865.18 40,318,86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58,916,392.53 394,003,537.19 394,003,537.19 447.94% 126,296,929.55 126,296,92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986 0.9443 0.9443 -4.84% 0.0613 0.0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933 0.9339 0.9339 -4.35% 0.0612 0.0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92% 41.31% 41.31% -20.39% 3.31% 3.3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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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6,113,499,499.87 35,527,510,125.71 35,527,510,125.71 1.65% 50,771,001,328.84 50,771,001,3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17,183,482.16 4,061,385,855.80 4,061,385,855.80 26.00% 1,777,981,703.32 1,777,981,7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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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2,939,451.52 5,377,428,731.40 5,473,478,413.16 6,032,625,74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175,891.10 227,366,310.36 183,448,547.64 454,709,75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36,438.52 449,633,167.44 213,145,717.88 -13,630,84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56,853.19 582,028,413.52 504,475,218.86 1,099,169,6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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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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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86% 615,372,818  质押 246,358,450 

庞江华 境内自然人 7.36% 78,288,151 58,716,113 质押 8,64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赛纳债投资集合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6% 47,454,13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 4.02% 42,703,757    

黄文礼 境内自然人 1.16% 12,340,985  质押 9,374,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12,165,164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

－中意资产－招商银

行－定增精选 43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10,814,708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80% 8,548,911    

吕如松 境内自然人 0.80% 8,54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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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林 境内自然人 0.76% 8,03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吕如松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本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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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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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全球资源，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凭借中高端打印机市场和打印管理服务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以

及公司在新兴市场奠定的渠道优势，进而提升品牌价值，实现了业绩的稳定增长。 

1、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92,647.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8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95,070.05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利润63,381.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54%，扣非后净利润变

化的主要原因：1）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向好;2）美国利盟 2017 年消化由于并购产生的存货评估增值转销成本，本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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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关影响；3）由于汇率变动增加了汇兑收益。 

公司期末总资产 3,611,349.95 万元，较上年同期末上升1.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1,718.35 万元，

较上年同期末上升26%，主要是因为公司2018年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净利润增加所致。 

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艾派克微电子业务经营情况 

经营方面：艾派克微电子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870.14 万元，同比增长8.43%；净利润 67,263.34 万元，同比增长

13.83%。 

营销方面：与SCC共同加强对中高端市场的整合管理，效果良好。通过维护好内部客户和稳定核心客户，市场份额稳中

有升。 

产品方面：完成了多款主流新品的首推工作，新品供应从下线到出货效率提升15%。同时在喷码机芯片、标签机芯片、

手机周边芯片等方面完成了产品创新，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全新突破；持续推进核高基项目，项目进展顺利，其中重点项目基

于四核国产CPU的多功能激光打印机SoC芯片进入小批量产综合测试阶段，基于3核国产CPU的单功能激光打印机SoC芯片完成

MPW投片，并进入测试阶段；基于ARM Cortex M0+/M3/M4系列通用MCU首款芯片成功投入量产，并将继续完成全系列产品布局；

子公司杭州朔天竞标成功南方电网配电安全芯片项目，首款双核安全芯片在广州成功上网示范运行。 

技术研发方面：加强了研发安全管理，探索出多地协同研发模式，提升研发效率，大大缩短研发周期。完成首款自主设

计的基于RISC-V内核的CPU，经测试综合性能大大提升，为公司后续产品优化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加强和国内外公司及

大专院校的科研合作，在芯片超低功耗设计、BLE5.0芯片设计上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更多产品进入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特别提示：公司集成电路业务（包括艾派克微电子、 SCC芯片业务）总收入约14.04亿元，销售毛利约9.93亿元，毛利

率约为70.77%。 

（2）打印耗材业务经营情况 

特别提示：通用打印耗材营业额（含所有控股子公司）营业额32.77亿元，销售毛利约13.18亿元，毛利率约40.21%。 

A、公司耗材业务资产包 

经营方面：耗材资产包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15,912.54 万元，同比增长17.64%；净利润27,978.52 万元，同比下降4.88%，

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销售方面：在海外市场上，通过与SCC和利盟的深度协同，产品在高价值渠道和高端市场拓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国内市场上，成功对接大客户项目，实现了与大客户平台的联动；通过渠道促销活动与品牌造势，进一步激发了渠道销售

活力；国内电商平台出货量同比增长65%左右，在主要电商平台位列通用耗材品牌第一位。 

专利及产品方面：依托自身的专利、技术及芯片优势，实现新品市场首发，更好的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打造了高价值

的品牌，优势较为明显。 

自动化生产方面：2018年，继续加大对自动化生产的投入，加快智能制造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实现减员增效。 

B、收购三家耗材公司：中润靖杰、珠海拓佳、珠海欣威业务情况 

中润靖杰：主要产品为通用打印墨盒，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0,363.75 万元，同比下降8.99%；净利润2,974.83万元，

较好的完成了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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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欣威：主要产品为通用打印墨盒和硒鼓，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5,879.64 万元，同比增长6.88%；净利润3,970.59 万

元，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珠海拓佳：主要产品为通用打印墨盒和硒鼓，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5,441.99万元，同比增长11.24%；净利润5,578.25

万元，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3） SCC经营情况 

经营方面：2018年 SCC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980.04万元（其中芯片销售额21,382.73万元），净利润-5,789.38万元，

同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回收市场的需求萎缩，SCC及时调整战略，结合自身优势向高端耗材市场转型，目前处于开拓期所致。 

销售及产品方面：成功将耗材产品引进回收、MPS等高端销售渠道，形成了全方位的市场合理布局。 

供应链方面：通过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使得集团的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发掘，库存及产品成本不断下降，新品上市效率

保持行业领先。 

（4）打印机经营情况 

 A、奔图打印机业务 

报告期内，奔图打印机全球出货量及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增长率均超过50%。 

经营管理方面：奔图打印机2018年全球出货量约70万台，同比上升51.5%。成功导入多款利盟高端产品，完成国产化产

品型号适配并成功入围名录。 

销售及市场方面：海外市场上，积极拓展俄罗斯市场，销量达到近20万台，在当地市场排名进入前三；国内市场上，加

大行业客户的推广力度，通过提供打印解决方案，打造新的商业模式。扩大与OEM客户的合作，积极推进自主可控可信生态

体系的打造，实现在新市场的突破发展。 

  B、利盟打印机业务 

报告期内，利盟经营状况良好，具体如下： 

经营方面：利盟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717,518.52 万元，同比下降0.97%，下降原因主要是利盟2017年收入中包含了

利盟ES软件业务的收入，剔除该影响后同口径收入同比增长8.59%，其中打印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约2%，打印耗材的销售额

同比上升约20%。利盟打印机销售数量为142万台，同比下降约4%，主要原因是2018年利盟主动调整欧洲市场销售策略，缩减

机器的促销力度所致。报告期内，利盟实现净利润366,88.38万元。 

整合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与利盟管理团队的例会机制，继续加强双方对利盟项目整合进度的沟通与协调。 2018

年利盟公司通过业务架构重组，进一步优化公司组织结构，降低人力成本支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生产方面：利盟耗材生产项目在珠海进入成熟期，通过双方积极的磨合与沟通，业绩表现超出预期，2018年按时完成耗

材产线的安装和调试生产工作，年度产量超出设定目标。打印机硬件方面，已经在珠海建立利盟打印机生产线，产品质量得

到双方的高标准验证，顺利完成试产。成立生产联合工作小组，全面探讨沟通采购、产线、模具及供应商选择等方面的问题，

让双方团队在项目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供应链方面：通过联合采购降成项目实现利盟生产成本的节降。集团公司和利盟建立了双方工程师直接对接的降成项目

小组，通过优化采购系统和生产流程，降低产线损耗，提高生产效率，并引入供应商竞争机制，致力优化利盟产品的生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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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管理 

公司推行现代化、国际化的管理模式。 

公司秉承“忠诚、求实、创新、共赢”的核心价值观，积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打印全产业链的知名品牌企业，通

过整合优质资源，实现全面协同发展。对内，加强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改善提高产品品质，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优化人才结

构，实施高端人才引进战略，注重国际化人才的引进，继续践行公司企业文化，提升团队工作激情。对外，积极促进与外部

供应商、客户的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纠正行业恶性竞争趋势，稳步扩大公司产品在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努力实现公

司及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的人力资源储备雄厚，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公司员工总数达16,899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48.58%，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33.15%。 

3、产品研发及市场 

（1）市场方面 

芯片方面：公司在产品竞争力方面继续保持领先，新品首发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大力开拓通用MCU等新领域产品，得到

客户高度认可。 

通用耗材方面：硒鼓、墨盒市场份额依旧保持行业龙头地位，通用硒鼓和通用墨盒的全球市场份额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高端市场方面，成功将高端耗材引进回收、MPS等高质量渠道，形成全方位耗材市场的合理布局。 

打印机方面：利盟打印机和奔图打印机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利盟发布多款新产品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

球市场，同时奔图打印机业务已经成功导入多款利盟产品，积极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2）研发方面 

专利方面：在打印机行业，技术专利是行业的坚实保护壁垒，是“护城河”，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公司拥有已获得授权的专利4,163项，在已获得授权的专利中：发明专利2,927项，实用新型专利956项，外观设计

专利280项，软件著作权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95项。同时，另有1,107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新品方面：聚焦通用MCU芯片，设计测试多种芯片，进一步缩短研发时间，充分发挥多核逻辑设计能力，实现多款新品

突破。打造奔图打印机在国产化项目中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对国产操作系统和Windows系统的技术适配，优化提升产品的差

异化功能，实现一键安装、自助共享，提升商用市场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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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 3,277,282,061.78 1,317,894,840.15 40.21% 30.74% 33.06% 0.70% 

打印业务 15,770,883,866.26 5,608,614,975.52 35.56% 12.07% 84.18%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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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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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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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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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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2018年9月7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关于“财会（2018）15号”的解读文件。 本公司

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备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

“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

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董事会

决议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

期金额 2,580,445,386.70 元，上期金额 1,987,979,524.09 元；“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

金额 3,658,940,193.53 元，上期金额 3,466,056,797.02 元；调增“其

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1,091,226.83 元，上期金额 10,405,203.66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67,264,158.17 元，上期金额

58,478,702.58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

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决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478,533,802.30 元，上期金额

1,640,736,688.97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利润表新增列示“利

息费用”本期金额 825,979,133.44 元，上期金额 984,425,746.70

元；利润表新增列示 “利息收入”本期金额 70,644,467.53 元，上

期金额 15,990,127.21 元。 

 

B、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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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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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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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Verisiti LLC 2018.10.31 41,787,600.00 51.00 购买取得 2018.10.31 实质控制经营决策  28,211.86 

说明： 

2018年4月12日，子公司美极与Verisiti LLC原股东签订股权认购协议。按照股权认购协议，Verisiti LLC需回购原股东的B类

股票，并注销；美极增资600万美元，取得Verisiti LLC的A类股票，持股比例为51%。 

截止2018年10月31日，Verisiti LLC已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美极已实际取得Verisiti LLC的控制权，公司自该日起将Verisiti 

LLC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元 

项目 Verisiti LLC 

合并成本  

—现金 41,787,600.00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41,787,6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42,297,064.32 

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509,464.32 

说明：并购日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73,150.55美元，按并购日汇率6.9646折算为人民币509,464.32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元 

项目 
Verisiti LLC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305,866.85 305,866.85 

应收款项 48,424,661.62 6,637,061.62 

无形资产 64,527,019.00 348,230.00 

负债：   

应付款项 14,277,430.00 14,277,43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044,697.25  

净资产 82,935,420.21 -6,986,2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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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数股东权益 40,638,355.89 -3,423,273.06 

取得的净资产 42,297,064.32 -3,562,998.47 

 

4、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报告期，公司无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企业合并且在报告期内取得控制权的交易。 

 

（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公司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业务。 

 

（三）反向购买 

本报告期，公司无反向购买业务。 

 

（四）处置子公司 

本报告期，公司无处置子公司业务。 

 

（五）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新设立子公司 

2018年5月29日，公司设立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公司实际出资50,100万元。 

2018年11月30日，公司设立珠海纳思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公司实际出资500万元。 

2018年，公司之子公司美极设立子公司Cartridge Tech Pty Ltd和Pro Image Tech Limited，持股比例均为100%。 

 

2、子公司清算 

2018年，公司之子公司Apex Print Technology B.V.注销清算完成，不再存续。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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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法定代表人：  汪东颖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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