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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0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20-028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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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73,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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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尔特 股票代码 00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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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峰  

办公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 18 号  

电话 0592-6059559  

电子信箱 rtplumbing@rtplumb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节约全球水资源的卫浴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卫浴配件产品：节水型冲水组件、静音缓降盖板、隐藏式水箱、

挂式水箱，智能卫浴产品：一体式智能坐便器、智能坐便盖。其中，节水型冲水组件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

冲水组件如同手表中的机芯，它决定便器的冲洗质量、安全性、节水效果和使用寿命等，是便器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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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部件。公司生产的卫浴配件产品和智能卫浴产品主要应用在家庭住宅、宾馆酒店、商场、写字楼等房

屋建筑的卫生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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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09,444,022.03 993,785,232.85 11.64% 917,320,05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538,751.50 161,045,679.34 12.73% 160,413,9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087,279.24 144,016,119.52 12.55% 139,539,91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099,070.83 119,600,695.01 66.47% 215,001,41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9 12.82%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9 12.82%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8% 10.82% 0.66% 11.4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890,708,789.00 1,734,216,722.32 9.02% 1,612,788,43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40,052,817.50 1,535,463,798.77 6.81% 1,454,418,119.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4,610,534.43 264,035,683.29 268,777,092.77 322,020,7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21,135.18 45,399,551.87 46,988,535.25 54,529,52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49,225.41 38,780,480.87 47,439,479.84 44,318,09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17,926.96 63,540,330.07 20,791,169.97 75,649,6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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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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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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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远良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王兵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张剑波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邓光荣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王伊娜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庞愿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张爱华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罗金辉 境内自然人 2.63% 10,752,000 0   

谢桂琴 境内自然人 2.25% 9,216,000 0   

邓佳 境内自然人 2.25% 9,21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在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中，其中持股 10%以上的股东罗远良先生、张剑波先生、王兵先

生、邓光荣先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8 日，股东

罗远良先生、张剑波先生、王兵先生、邓光荣先生之间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2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股东罗远良先生、张剑波先生、王兵先生、邓光荣先生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产生一致行动关系，并于 2015 年 6 月 21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书补充协议》替代《一致行动协议书》且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

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一致行

动协议书补充协议》终止履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在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中，罗远良

先生系罗金辉之父亲、系谢桂琴女士之配偶；张剑波先生系张爱华女士之儿子；邓光荣先生

系邓佳之父亲；王兵先生系庞愿女士之配偶、系王伊娜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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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作为处于便器类卫生陶瓷上游产业、从属于卫浴配件行业和智能卫浴行业

的瑞尔特，报告期内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大力发挥公司在品牌、质量、技术、规模等方

面的综合竞争优势，进一步重视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产品质量管控，强化

存量客户的战略联盟，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稳健，总体向好。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944.40万元，较上年同期99,378.52万元增长11.64%；公司利润总

额为20,511.91万元，较上年同期18,507.95万元增长10.83%；公司实现净利润18,151.91万元，较上年同

期16,104.57万元上升12.71%。 

2019年度，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力度，提高公司产品品牌竞争力，并同时注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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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  2019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了182件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其中包括9件发明专利），

公司还取得了1件美国发明专利。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930多项专利权【其中包括：发明专利64

件（含美国发明专利9件）】。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为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创造了先决

条件。    

2019年度，公司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为22,788.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7%，2019年公司计提的

应付职工薪酬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0.54%。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整

个制造业共同面临的严峻局面。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来顺应形势；另一方

面，公司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等方式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劳

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整个制造业共同面临的严峻局面，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将对公司的盈利水平造成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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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水组件 659,024,237.98 218,218,035.95 33.11% 5.42% 8.87% 1.05% 

静音缓降盖板 291,602,929.49 71,120,410.50 24.39% 25.40% 53.3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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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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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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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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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

会已

批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138,598,525.69元，“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93,794,242.8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0.00元，“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19,878,097.44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138,598,525.69元，“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93,502,625.24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0.00元，“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34,779,376.98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

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

会已

批准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本期金额0.00元。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本期金额0.00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

值损失”项目。比较数据不调

整。 

董事

会已

批准 

“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金额

-3,895,677.21元。 

“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金额

-3,346,822.96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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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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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

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

融资产” 

董事

会已

批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

417,0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417,000,000.00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

317,0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317,000,000.00元。 

（2）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

融负债” 

董事

会已

批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1,336,400.00元；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1,336,400.00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1,336,400.00元；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1,336,400.00元。 

2、会计估计核算方法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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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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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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

孙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水滴投资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投资设立二级子公司AQUATIZ 

INVESTMENT PTE.LTD.并于2019年4月5日取得营业执照；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三级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境外二级子公司AQUATIZ 

INVESTMENT PTE.LTD.在印度投资设立三级控股子公司AQUATIZ HOME INNOVATION PRIVATE 

LIMITED并于2019年9月9日取得营业执照；印度三级控股子公司AQUATIZ HOME INNOVATION 

PRIVATE LIMITED、新加坡二级子公司AQUATIZ  INVESTMENT PTE.LTD.及全资子公司厦门水滴投资

有限公司逐级纳入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除上述变化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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