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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2019-010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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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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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051,64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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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大 股票代码 00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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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兰 徐红 

办公地址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电话 0573-87813679 0573-87812298 

电子信箱 xl@meida.com xh@meid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厨电细分行业－－集成灶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经营，是集成灶行业的首创者和领军企业。产品主要用

于家庭厨房以及部队、学校、医院等烹饪场所，解决厨房油烟污染难题，改善和提升居室环境及空气质量，实现整体智能健

康厨房。  

     目前公司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经销制形式，其次为电商渠道、工程渠道以及KA渠道等，产品销量历年位居全国首位，市

场占有率保持30%左右。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快新技术及新产品的研发投产，以及对销售主流渠道的整合，加快对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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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程等新兴销售渠道的开发和建设，集成灶产品主营业务取得了快速增长，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39,722.98万元，占

公司营业总收入的99.74%，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续大幅领先于行业第二梯队企业，处行业领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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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00,899,590.33 1,026,358,726.69 36.49% 665,683,62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525,099.40 305,192,052.27 23.70% 202,656,1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260,616.92 277,021,227.22 33.30% 190,322,02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1,885,730.17 448,664,177.53 -1.51% 266,508,35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8 22.9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8 22.9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8% 25.73% 3.55% 18.5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80,577,615.37 1,675,684,054.70 6.26% 1,397,628,60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5,076,241.34 1,308,412,512.29 4.33% 1,151,053,3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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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80,508.66 342,415,550.49 370,858,122.12 467,645,40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715,522.55 84,079,739.58 101,525,052.51 130,204,78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01,326.37 80,027,826.59 101,316,696.19 128,414,76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0,697.14 119,593,587.94 111,200,897.13 186,190,5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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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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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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生 境内自然人 23.20% 149,901,500 116,688,000   

夏鼎 境内自然人 20.99% 135,616,000 101,712,000 质押 80,860,000 

夏兰 境内自然人 10.22% 66,000,000 49,500,000   

王培飞 境内自然人 6.17% 39,860,026 39,860,026   

徐建龙 境内自然人 4.18% 26,987,358 26,987,358   

钟传良 境内自然人 3.91% 25,252,617 25,252,616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1.18% 7,591,51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5,717,920 0   

上海久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久铭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4,280,352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三组合 
其他 0.66% 4,249,4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夏志生、夏鼎、夏兰存在关联关系；夏志生、夏鼎、夏兰与王培飞、徐建龙、

钟传良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王培飞、徐建龙、钟传良和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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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志生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夏鼎 夏兰 

23.20% 20.99% 10.22% 

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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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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

以“强研发、强营销、强服务”为抓手，通过持续推进创新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加快新技术及新产品的研发和推进力度，

扩大产品阵距；加强创新营销，优化营销渠道和加快多元化营销渠道的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品牌影响力等措施，

取得了业务的快速增长和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较好的实现了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0,089.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49 %，实现利润总额44,408.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7,75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70%，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00,899,590.33 1,026,358,726.69 36.49% 主要系厨电细分行业快速增长，公司进

一步发挥行业领军优势，加快产品研

发，加大多元化销售渠道建设。 

营业成本 678,855,977.67 472,741,144.93 43.60% 系销量提升，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154,464,128.76 100,732,088.87 53.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高铁、新媒体等广

告宣传投入力度。 

管理费用 80,703,576.67 82,973,644.15 -2.74% 主要系本报告期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

计提减少。 

研发费用 40,767,761.84 33,437,794.19 21.92% 主要系本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投资收益 10,864,891.49 32,004,949.62 -66.05% 系报告期暂时闲置资金用于购买可供

出售金额资产获得的收益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1,272,048.65  

        

240,241,213.82  

-171.29% 主要系报告期内投资年新增110万台集

成灶及高端厨房电器产品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9,122,986.04  

       

-196,749,991.66  

52.03% 主要系报告期分配现金股利比上期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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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灶 1,266,166,418.96 698,329,702.87 55.15% 36.72% 32.31%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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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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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

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77,62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975,416.91 

应收账款  8,497,796.91  

应付票据 43,31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5,129,683.71 

应付账款 71,819,683.71 

应付股利 1,820,351.62 其他应付款 52,158,365.76 

其他应付款 50,338,014.14 

管理费用 116,411,438.34 管理费用 82,973,644.15 

研发费用 33,437,794.1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46,892,442.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7,495,642.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603,2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603,2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

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

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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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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  鼎 

                                                              二 O 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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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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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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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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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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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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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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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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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