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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4                           证券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20-018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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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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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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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6,762,5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达高科 股票代码 0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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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甫 马强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电话 0573-87550882 0573-87550882 

电子信箱 sgf@zjhongda.com.cn mqq@zjhongd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2019年，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集中于经编面料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 

经编面料方面：主要从事用于汽车等交通工具类面料及其他功能性服装面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该业务采用“以销定

产”的生产模式，主要为汽车整车生产企业进行二级配套。客户通过产品鉴定、生产厂家现场质量体系考查、商务洽谈等工

作环节，确定公司为供应商，再以订单形式向公司提出供货需求。公司目前为宝马、奔驰、大众、通用、长城、吉利等中高

端品牌配套的车用内饰面料进行批量化生产。 

医疗器械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威尔德主要从事超声诊断、治疗设备,体外诊断试剂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二）报告期内行业发展情况 

经编面料方面：根据中汽协报告，2019年度，受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消费者信心下降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

等影响，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572.10万辆和2,576.90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但未来我国汽车行业仍具备长期

稳定增长的基础。整车经营压力传导至零部件企业，公司所在的汽车内饰面料行业竞争更趋激烈。同时，在节能减排、双积

分等政策影响下，新能源汽车成为乘用车销量的新增长点，但也面临着补贴退坡和进口新能源车的压力。截至2018年末，我

国服装行业规模达到24,887亿元，同比增长7.75%。预计2019年总规模26,525亿元，同比增长6.58%；预计2023年增长至33,052

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速为5.8%，未来行业规模整体增长平稳。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服装行业仍有较

大增长潜力。 

医疗器械方面：根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继续保持持续增长。从市场发展空间

看，在GDP增长、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快、城镇化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等多因素的驱动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生

产总值和销售额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国家也已颁布多项医疗器械行业相关的政策，对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使医疗器械行业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超声诊断仪等诊疗设备及耗材已逐步在临床开启或实现了进口替代，国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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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医疗设备与进口品牌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国产医疗器械厂商的产品质量和性能已逐步被市场认可。 

公司在汽车内饰面料行业和小型化超声诊断设备行业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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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43,319,831.34 638,464,743.76 -14.90% 634,755,29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27,814.26 90,848,428.54 -9.16% 96,547,56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070,658.16 82,526,459.45 -18.73% 85,027,44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780,703.69 36,273,065.28 244.00% 149,107,69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51 -7.84%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51 -7.84%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 5.41% -0.54% 5.70%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943,166,707.09 1,943,390,589.52 -0.01% 2,025,464,02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4,999,481.15 1,665,041,369.69 3.60% 1,687,759,220.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602,434.64 118,900,907.08 149,791,118.44 146,025,37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76,614.46 16,896,050.68 34,076,456.19 8,778,69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78,672.86 15,473,258.15 31,454,187.25 564,53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66,464.95 -4,931,061.72 24,049,503.68 99,733,7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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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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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甫 境内自然人 22.00% 38,888,8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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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林 境内自然人 4.83% 8,529,001 0   

李宏 境内自然人 2.54% 4,495,000 0   

白宁 境内自然人 2.46% 4,350,91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8% 3,315,500 0   

姜龙银 境内自然人 1.39% 2,450,000 -341,300   

马月娟 境内自然人 1.03% 1,826,911 0   

杭州泉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泉衡祥瑞一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68% 1,200,000 1,200,000   

张建福 境内自然人 0.55% 965,262 0   

张熙 境内自然人 0.54% 953,300 -75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姜龙银在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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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稳中有变，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较2018年继续下滑8.2%，

受此影响，公司经编面料主业面料较大的竞争压力。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全年经

营状况总体平稳,实现了经营盈利。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54,331.98万元，较上年下降14.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利润8,252.78万元，较上年下降9.16%。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较低，报告期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

加了3.60%。此外，因公司持有的海宁皮城股票的股价在报告期有所下降，使期末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了

489.35万元。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经编面料产业： 

经编面料产业方面，母公司受到国内乘用车市场景气度下降、原材料成本上升和环保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33,501.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80%，净利润9,837.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3%。在保持在国内自主和

合资汽车品牌的份额，大力拓展中高端汽车内饰面料进口替代市场的同时，公司管理层采取“精准营销”的策略，大力开拓

高附加值的服装面料市场，努力取得新的业绩增长点，克服乘用车市场大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 

（二）医疗器械产业： 

医疗器械产业方面，威尔德积极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在专科领域临床超声进行差异化竞争，努力开拓兽用

超声细分市场，并逐步加宽加深超声诊断设备产品线。报告期内威尔德经营情况总体保持平稳，单体净利润1,408.7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35.32%。但受到医疗器械销售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能确认销售收入的影响，报告期内威尔德合并口径实现

营业收入9,498.34万元，同比下降23.50%，归属于威尔德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12.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81%。 

（三）财务性投资： 

2019年度，公司在主业持续盈利的同时，通过之前进行的对外股权投资，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报告期内，通过对海

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宁宏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取得投资收益3,241.9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438.28万元。此外，公司在2019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共获取投资收益652.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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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面料 188,851,130.60 79,006,393.42 41.84% -22.52% -19.73% 1.46% 

服饰面料 125,872,570.12 43,644,928.29 34.67% 30.81% 58.99% 6.14% 

染整和家纺 16,187,510.28 3,512,633.00 21.70% -54.53% -37.38% 5.94% 

医疗器械 83,956,909.85 32,864,993.77 39.15% -26.43% -23.83% 1.34% 

贸易 115,542,702.30 4,558,334.12 3.95% -14.98% -0.61%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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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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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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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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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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沈国甫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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