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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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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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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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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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9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静

赵倩倩

办公地址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电话

0536-2361002

0536-2361002

电子信箱

himile_zqb@himile.com

himile_zqb@himile.com

1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的生产及销售，产品覆盖乘用胎模具、载重胎模具、
工程胎模具、巨型胎模具等，作为轮胎成套生产线中的硫化成型装备，轮胎的花纹、图案、
字体以及其他外观特征的成型都依赖于轮胎模具。公司主要客户为专业轮胎制造商，生产的
轮胎模具产品是根据客户要求的相应技术参数设计加工的，具有个性化强、差异化程度高的
特点。公司属于单件小批量订单式生产的企业，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直接销售为主的
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变化。
轮胎模具行业是国家宏观指导及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自由竞争行业，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
自行安排生产。轮胎模具行业作为轮胎行业的上游企业，其需求量除与轮胎的生产规模密切
相关外，还受到轮胎规格、花纹等的更新换代速度的影响。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轮
胎的质量、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轮胎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花纹的改良更新也
日趋频繁，许多模具未达到使用寿命就可能被提前更换，增加了市场对轮胎模具的需求量。
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模具的趋势持续发展，国际新兴市场的开拓也大有可为，因此，
我国轮胎模具制造业发展空间广阔。
轮胎模具行业市场集中度明显，国际上，除附属于轮胎制造商的几家模具企业外，专业
轮胎模具制造规模以上企业并不多。由于轮胎模具行业产品个性化强，高中低档产品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加工周期等因素决定了其市场定位和价格水平。
公司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技术领先、产能最大、品种最全、客户群最优的
专业轮胎模具制造商。近年来，轮胎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新花纹，相应地对模具产品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司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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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994,925,507.23 2,606,483,094.18

2015 年

14.90% 2,308,912,93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827,863.48

717,665,672.15

-5.83%

644,456,60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935,524.52

698,900,430.23

-6.86%

633,827,21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817,801.00

581,794,883.06

-27.15%

553,452,02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90

-6.67%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90

-6.67%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4%

22.20%

-3.76%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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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604,139,214.51 3,917,663,362.74

17.52% 3,523,313,46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98,767,718.68 3,526,657,639.10

10.55% 3,006,732,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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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986,157.05

818,867,465.98

745,302,577.77

769,769,30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156,105.76

214,833,757.11

167,501,670.48

137,336,3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612,371.07

209,844,456.91

160,652,908.08

130,825,78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031,215.65

59,034,616.95

89,882,699.95

53,869,2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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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2,422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2,03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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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29.92%

239,396,200

179,547,15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8%

107,845,021

80,883,764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6.35%

50,797,500

0 质押

24,200,00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3,65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动力

1.92%

15,383,990

0

张光磊

境内自然人

1.61%

12,847,200

12,847,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676,20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75%

6,002,57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0.57%

4,559,639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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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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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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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公司紧密结合国内外轮胎行业现状和模具市场形势，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应对
各种变化，保证了轮胎模具业务的良性平稳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夯实与老客户的合作，
同时不断开拓新兴市场，深耕细作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对内深化管理，抓质量、提
效率，同时加速分子公司布局，提升竞争力。大型零部件加工项目与铸造项目凭借前期的技
术积累以及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工期保障，持续开发新产品、新客户。2017年，公司业
务订单和收入均保持了稳中有增的态势，但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及汇率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使得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承受压力，净利润有所下降。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5亿，同比增长14.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6
亿，同比下降5.83%；总资产46.04亿，同比增长17.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8.99
亿，同比增长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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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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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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模具

2,403,997,540.53

626,233,001.80

38.89%

16.45%

-4.41%

-2.90%

其他

561,190,319.37

146,188,127.21

31.65%

7.24%

-11.97%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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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四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

说明1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则进行调整。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
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2017年，财政部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四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

说明2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
理。
2017年，财政部新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
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四

说明3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了处理。

说明1：根据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与本集团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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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做调整。该政策变更影响本集团2017年财务报表其他收益项目，影响金额
6,981,166.49元。
说明2：执行该政策对本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任何影响。
说明3：①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该政策影响本集团持续经营净利润项目，2017年度影响金额675,424,506.95元，比较
报表2016年度影响金额715,438,647.15元。②根据财政发布的通知，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该调整影响2017年财务报表资产处置收益金额80,710.80元，比较报表2016年度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560,605.98元，影响营业外收入-88,971.40元，营业外支出-649,57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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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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