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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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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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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达 股票代码 00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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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峰 罗阳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电话 0576-82655833 0576-82655833 

电子信箱 zhaifeng@yilida.com luoyangxi@yilid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情况具体如下： 

（一）风机业务 

风机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通过亿利达股份以及亿利达科技、天津亿利达、广东亿利达、马尔、富丽华、华德等子公

司从事风机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1.风机概述 

风机是用于压缩、输送气体的一种机械，其用途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属于通用机械范畴。风机产品

应用领域广阔，从应用领域来看主要包括空调风机、建筑通风机和冷链风机三大类，分别应用于中央空调、建筑轨道和冷链

领域。 

2.经营模式 

（1）中央空调风机及中央空调其他配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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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风机是指应用于中央空调系列空气调节设备和空气处理设备的配套风机，是中央空调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主要用于宾馆酒店、办公楼宇、商业中心、机场车站、文化体育、教育科研、医疗机构、特殊工业厂房等领域。公司中央空

调风机产品主要生产流程均由自身完成，少部分非核心工序由外协加工完成，公司目前建设有台州、广东、天津等风机生产

基地，2019年公司中央空调风机及中央空调其他配件销售收入约8.83亿元。 

在内销方面，中央空调风机、中央空调其他配件绝大部分采用直销方式，产品直接销售给下游大中型中央空调生产企业。

目前，公司已与约克、麦克维尔、特灵、开利、顿汉布什、艾默生、新晃、格力、美的、天加、欧科等国内外知名中央空调

厂商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在外销方面，中央空调风机及中央空调其他配件采用直销与经销结合的方式。目前公司在美国、印

度、韩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地区都拥有经销合作伙伴。 

（2）建筑通风机业务 

建筑通风机是指主要应用在商用建筑、公共建筑、地铁轨道交通、隧道、工厂以及住宅等场所的用于通风、消防排烟和

空气调节的风机。建筑通风机主要应用于建筑通风系统，下游客户主要是工程安装公司、市政项目采购管理部门等，公司的

建筑通风机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方式，2019年公司建筑通风机销售收入约1.19亿元。 

（3）冷链风机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浙江马尔开展冷链风机生产及销售业务。公司于2014年收购了浙江马尔51%的股权，浙江马尔2019年冷链

风机销售收入约4,241.83万元。 

3.行业地位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央空调风机开发生产企业和知名的建筑通风机制造商，马尔品牌在冷

链行业、富丽华品牌在空压机行业均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司建有符合美国AMCA标准要求的国内一流的风机综合性能测

试室，在行业内首家取得了通风机能效标识能源效率检测实验室资质，拥有省级技术中心和经省级认定的浙江亿利达风机企

业研究院，多项风机产品通过国家节能产品认证，并被列入国家工信部节能机电产品目录。公司是美国AMCA标准亚洲董事会

成员、风机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获批“高效低噪智能风机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和浙江理工大学流体工程装备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多年来约克、麦克维尔、特灵、开利、顿汉布什、艾默生、新晃、格力、美的、天加、欧科等国内外知名

空调企业一直是公司主要客户，全国各地众多标志性建筑选用亿利达品牌产品。 

4.发展前景 

工商制冷空调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央空调风机行业的发展，预计将持续增长。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下游产业的发展、出

口市场的拓展、维修更新需求以及产品的升级需求。随着人们对生活、工作环境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央空调的需求量

稳步增长。各地的宾馆酒店、办公楼宇、商业中心、机场车站、文化体育、教育科研、医疗机构、特殊工业厂房等建设需求

的不断增长，作为制冷空调配套产品的节能空调风机、电机、冷链风机的发展势头良好，应用范围也更为广阔，发展空间也

在不断拓展。在国家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的政策环境下，未来的配套风机产品将向着更加节能和环保的方向发展。就目前国内

外风机技术发展趋势而言，将朝着高效化、高速小型化、低噪声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 

工商制冷空调行业的发展同样带动了冷冻、冷链风机行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冷库低温制冷已广泛联系

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内各地低温制冷需求量都在持续增加。在消费能力和对食品安全重视度的不断提升，食品消费结构和习

惯的变化对冷链物流的要求提高，生鲜电商的崛起等多因素叠加下，冷链物流正迎来快速发展期。 

与中央空调风机通过中央空调的载体应用于建筑物不同，建筑通风机则是直接应用于建筑物本身。建筑通风机的应用领

域涵盖了中央空调风机的应用领域，并且更加广泛，一些工业、商用建筑可以没有中央空调，但是必须要有通风系统。随着

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环境要求也会有更高的要求，整个建筑通风设备行业也逐步进入升级换代的

阶段，环保节能化、低噪声化和功能扩展化将是建筑通风设备行业研发的重点方向之一，而同时设备的安全性、经济性、可

靠性及可维护性等方面也不可忽视。 

（二）其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轻质功能材料、阻尼吸声材料、绝热耐温材料、深海功能材料、

特种涂层材料、新型聚脲聚氨酯材料等高分子功能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服务于船舶海洋工程、轨道交通、石油

石化、水利电力、市政环境等诸多行业。目前青岛海洋产品主要定位于特种功能材料、管道防腐材料、聚脲防腐材料以及地

坪材料等方向。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中包括了车载充电机、直流转换器等软硬件产品，直流转换器和充电机在本质上都属于开关电源，前者是直流转换直流，

后者是交流转换直流。铁城信息生产的车载充电机及DC/DC转换器主要应用于纯电动汽车，是整车必不可少的一项关键核心

部件。铁城信息生产的车载充电机具备智能化、抗震性、防水性、高低温控制、抗干扰等高科技的产品特性。铁城信息在台

州设有生产基地，在杭州、深圳两地设有研究院。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涉足铝合金压铸、重力、低压铸造以及机械加工领域，为汽车、机电、电讯

等行业提供所需的高品质铝合金铸件，主要产品包括变速箱壳体、发动机箱体、减速器壳体、飞轮壳等轻量化汽车部件，已

与柳州上汽、潍柴动力、格特拉克、江西铃格、捷太格特等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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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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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81,215,064.87 1,511,439,970.45 -2.00% 1,366,513,7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514,213.28 25,734,386.34 -1,827.32% 140,528,57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723,343.14 21,213,516.12 -2,502.82% 129,855,54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00,745.21 14,626,418.40 1,222.95% 30,179,53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29 0.0581 -1,843.37% 0.31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29 0.0581 -1,843.37% 0.3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1% 1.71% -36.52% 10.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081,831,352.29 3,722,091,706.61 -17.20% 2,584,254,29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8,073,891.78 1,502,714,190.75 -32.92% 1,506,754,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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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827,659.02 361,269,648.46 335,222,066.90 479,895,69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12,285.18 31,937,288.23 3,882,532.15 -467,521,74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67,648.64 11,261,981.37 -1,704,465.94 -505,813,20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41,218.55 135,534,703.52 153,588,666.20 -66,581,4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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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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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4% 79,461,412 0   

陈心泉 境内自然人 11.97% 52,144,400 39,108,300   

章启忠 境内自然人 10.85% 47,250,000 35,437,500 质押 31,000,000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0% 27,000,000 0 冻结 27,000,000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磐厚蔚然－PHC 大宗 1 号基金 
其他 4.72% 20,559,000 0   

陈坤亮 境内自然人 4.46% 19,419,116 0   

吴警卫 境内自然人 3.07% 13,383,400 0   

林爱英 境内自然人 2.40% 10,466,4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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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资产

－默炫 1 号投资基金 
其他 1.90% 8,283,931 0   

林义建 境内自然人 1.42% 6,198,7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亿利达之间存在控制关系；陈

心泉系章启忠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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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下游中央空调行业销售增长趋缓，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19

年度同比增长仅2.8%，公司风机板块经营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同时，汽车板块持续低位运行叠加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

调整，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经营相对困难。 

在公司董事会正确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上下同心，攻坚克难，在汽车零部件板块压力快速释放的背景下，成功实现了

风机主业的平稳发展。2019年度风机业务板块实现了销售收入10.06亿元，同比增长1.86%，持续巩固了行业领先地位，并受

到客户的高度肯定，被江森约克授予了亚太地区优秀供应商铂金奖、被盾安环境等客户授予了年度品质优秀奖。公司荣获了

浙江省稳形冠军培育企业、浙江省工商企业重合同守信用AAA级公示企业等荣誉，杭州铁城信息公司入选2019中国电动汽车

核心零部件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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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引领更加深入 

公司坚持“党建引领”的基本原则，2019年度深入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推动子公司加强党支

部和工会等组织建设，分别在三进科技、马尔、铁城信息等子公司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同时，根据“一企一品”的要求，

积极打造特色党建，着力完善“党员更出彩”4F工作法。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创建“廉洁企业”，营造了风清气正的

氛围。以党建凝聚企业文化，持续发挥党工团作用，组织开展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等活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二）经营管理不断完善 

强有力管控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保证。2019年公司全面梳理制度短板，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结合公司当前发展的实际

情况，整理了公司需要修订完善的制度清单，并修订实施了《分级授权体系》、《印章管理制度》等制度；优化总经理办公

会机制，强化集体决策，提升公司决策科学性和可实施性；基于统分结合、条线管控的基本思路，提升集团管控水平，对三

进科技、杭州铁城、青岛海洋等子公司实行了财务负责人委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各子公司对照公司要求，完善其内

部的财务管理体系；提升财务管控的精细化水平，进一步细化应收帐款管理要求，建立财务预警机制，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三）生产管控再上台阶 

生产管控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始终高度注重供应、生产、信息化等方面的建设，持续提升公司的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

针对供应体系，2019年度公司强化了供应商的考核管理，积极开发优质供应商，优化付款结算方式，实现了子公司间采购资

源的共享，保障了物料供应的及时率；针对品质管理，公司聚焦客诉次数下降与内部品质改善，通过质量月、QC项目、金点

子等群众性活动，不断提升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以“高品质”精炼亿利达“大品牌”；针对生产管理，2019年度公司推进

了车间现场的改善，优化生产工艺流程、设备布局等，不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物流距离，全年推行生产技改、工艺改善项

目90多项，提升了生产效率；针对安全生产，2019年度公司积极推进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构建了“层层负责、人人负责、各

负其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年公司生产形势平稳，无发生重大生产安全、环保事故；针对信息化，2019年度MES系统

二期已实施完成，PLM系统已成功上线，信息化管控水平不断提升。 

（四）研发创新持续领先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进创新平台建设。2019年公司制订了研发激励制度，根据新品开发、降本等项目的差异，

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为研发注入核心推动力；持续深化与浙江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巩固了教授与研究生驻企服务

的机制，与浙江理工大学合作申报并获批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流体工程装备智造技术2011协同创新平台1个；全年

公司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修订与起草3项，其中GB/T19232《风机盘管机组》标准已发布实施。公司研究院围绕高效节能降噪

风机开发、高效无刷直流电机开发、低成本建筑通风机和产品生产自动化装备等方面共立项67项课题，完成56项，开发的VAV、

YAH项目、SYP180-200、立式无蜗壳风机等产品取得客户认可并形成订单，DC系列风机、塑料风机等项目也进入推广销售阶

段。 

在子公司层面，杭州铁城信息的研发中心被认定为市级企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成功收购深圳盛世新能源科技公司；青

岛海洋持续专注创新，成功立项青岛市军民融合科创中心项目等，轻质聚酰亚胺保温材料项目被授予了青岛市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入选了2018年度山东省专利创新企业百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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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风机及配件 749,255,880.28 220,467,607.04 29.42% 7.27% 10.27% 0.80% 

车载电源 149,024,550.87 36,237,378.26 24.32% -37.01% -60.68% -14.64% 

汽车零部件压铸件 197,815,609.48 11,363,674.25 5.74% 71.35% 620.05%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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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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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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

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900,156.23元，2018年

12月31日列示金额217,306,809.42元；应收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482,029,804.4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35,296,840.28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

日列示金额28,064,542.99元；应收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172,461,738.27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03,220,886.69元。 

将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21,215,029.57元，2018

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50,253,267.78元；应付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295,453,001.79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62,716,438.54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91,041,897.18元，2018

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385,370.06元；应付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66,030,925.11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61,908,762.60元。 

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位置下移，作为加

项，损失以“-”填列 

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式金额-422,946,315.92元，2018年度

列式金额-20,441,074.74元。 

母公司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式金额-336,462,148.27元，2018年

度列式金额-6,628,373.49 元。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增加“应收款项融资”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融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94,179,109.27元，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164,148,904.42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融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9,260,306.79元，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28,064,542.99元。 

资产负债表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债

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23,000,000.00元，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15,000,000.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交易性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

元，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0.00元。 

利润表增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2019年度列示

金额-57,165,947.4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2019年度列

示金额-7,386,731.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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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计入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62,763,726.40元，2019年

12月31日列示金额21,649,927.10元；短期借款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

832,084,127.64元，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859,492,132.17元；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77,141,200.51元，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177,405,921.3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20,426,834.26元，2019

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919,184.72元；短期借款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

456,171,888.22元，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65,621,517.08元；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2019年1月1日列示金额39,378,148.60元，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73,848,317.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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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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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盛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9日 22,430,000.00 100.00 购买 

接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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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盛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9日 取得控制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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