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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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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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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19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00,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0,000,000.00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宏盛股份 6030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少平 姚莉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梁康路8号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梁康路8号 

电话 0510-85998299-8580 0510-85998299-8583 

电子信箱 gong.shaoping@hs-exchanger.com yao.li@hs-exchang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铝制板翅式换热器、深冷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设备、能源、化工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公司销售的产品为非标产品，根据客户的订单或预计订单安排生产和采购计划。公司换热器

产品的客户主要为国际跨国企业，80%左右出口到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深冷设备产品的客

户主要为国内能源、化工行业企业。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铝、钢及不锈钢等金属材料，主要

供应商均在国内。 



 

（三）行业情况 

铝制板翅式换热器，是一种以翅片为传热元件的紧凑式换热器，具有传热效率高、结构紧凑、

重量轻、体积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空气压缩机、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电力系统、轨道交通系

统、空分设备、食品、医药及化工等多个领域，也是深冷设备的重要部分。“十三五”期间，国内

煤化工、石化、天然气等行业处于投资上升期，投资的增长也为深冷设备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750,595,864.99 663,829,575.12 13.07 600,702,483.66 

营业收入 490,762,251.62 415,142,927.25 18.22 367,951,68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032,178.05 32,623,930.44 -4.88 24,550,22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588,893.93 29,053,082.56 1.84 19,796,98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1,535,343.58 480,503,165.53 4.38 458,476,36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125,058.29 26,866,886.96 -2.76 11,590,79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3 -6.06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3 -6.06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3 6.95 减少0.62个百分点 5.4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3,290,253.00 117,038,448.31 181,614,571.75 108,818,97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37,340.32 12,571,187.28 9,368,481.09 5,455,16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956,977.74 11,487,583.61 13,413,107.46 1,731,22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9,472,442.71 10,439,551.01 3,280,810.14 2,932,254.43 



金流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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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钮玉霞   54,675,000 54.68   无   境内自

然人 

钮法清   4,643,700 4.64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

中科江南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650,000 3.65   冻结 45,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

中科虞山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830,000 0.8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中

科金源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696,500 0.7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

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465,000 0.47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诚   303,750 0.3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严斌   262,000 0.2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殷亚玉   253,300 0.2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魏诚睿   250,000 0.2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钮法清先生、钮玉霞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076.23万元，同比增长 18.22 %，实现营业利润 3,641.27万

元，同比下降 7.07 %，实现净利润 3,257.28 万元，同比下降 4.7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3.22 万元，同比下降 4.88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537.27 万元，同比下

降 10.83% ，实现营业利润 1,815.47万元，同比下降 29.84%，实现净利润 1,647.16 万元，同比

下降 28.23%。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5,059.59万元，同比增长 13.07%，净资产 51,127.44万元，同

比增长 4.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153.53万元，同比增长 4.38%。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2.51 万元，同比下降 2.76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148.48 万元，同比增长 13.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4.02

万元，同比增长 366.04 %。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2017 年，财政部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

述四项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

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

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