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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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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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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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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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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4,387,056,102.32

3,724,405,663.39

17.79%

2,994,925,50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763,843.42

739,102,307.89

16.73%

675,827,86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3,168,538.55

711,538,358.79

17.09%

650,935,524.52

-171,173,891.62

217,470,168.19

-178.71%

425,617,80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85

0.9239

16.73%

0.8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85

0.9239

16.73%

0.8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6%

18.06%

0.70%

1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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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791,766,521.33

5,567,469,454.75

21.99%

4,604,139,2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51,177,386.04

4,342,713,307.80

14.01%

3,898,767,718.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005,707,423.62

963,708,322.24

1,166,248,145.89

1,251,392,2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478,488.61

218,078,320.64

275,873,261.22

212,333,77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037,815.68

213,763,079.68

267,987,890.49

201,379,75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47,194.62

-40,960,722.70

-45,072,151.37

-5,993,8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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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4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7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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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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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30.06%

240,476,600

180,357,45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8%

107,845,021

80,883,766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4.55%

36,435,774

0 质押

21,000,00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5,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远 境内非国有法
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

2.28%

18,239,043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境内非国有法
创新动力
人

1.85%

14,772,377

0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1.40%

11,179,594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臻远回 境内非国有法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

1.28%

10,216,84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7%

9,322,641

0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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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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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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汽车和轮胎行业疲软的压力，在夯实与老客户合作的基础上，公司深
耕细作、不断开拓新兴市场，继续加速分子公司布局，国外分子公司逐步形成一定的新模产
能，进一步深化与国外客户的密切合作。与此同时，公司对内深化管理，抓质量、提效率；
创建和谐包容、创新高效的良好工作氛围，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文化引领下，
全员创新、持续改进提高，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公司保持并持续强化研发创
新和技术工艺优势、市场和品牌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综合能力，在满足客户需求的
基础上，更好、更全面的为客户提供服务。2019年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保持了
较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国内外轮胎行业现状和模具市场形势，在汽车轮胎行业低迷的
环境下，保证了轮胎模具业务的良性平稳发展。随着新建产能的陆续释放以及客户认可度的
进一步提升，大型零部件机械产品订单饱满。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87亿元，同比增长17.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3
亿元，同比增长16.73%；总资产67.92亿元，同比增长21.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51亿元，同比增长14.01%，资产负债率27.01%，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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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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模具

2,873,965,767.80

727,870,075.39

36.07%

3.89%

1.03%

-2.61%

大型零部件机械产品

1,331,871,765.41

241,861,528.18

25.86%

55.25%

103.97%

5.33%

118,635,935.53

20,203,772.54

24.25%

148.88%

103.88%

-6.6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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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
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以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 已分别经本公司第四届
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董事会第十二次和第十
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和一般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五次会议批准。
财政部 2019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换》、《企业会计准则 第 12 号—债务重组》，分别要求自 2019 年 6 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备注

说明1

说明2

说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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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 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

说明1：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 2019 年 1
月 1 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主要调整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调整前
420,677,087.99
1,236,217,997.05

本集团
调整金额
-281,018,745.63
6,351,424.87
274,667,320.76

调整后
139,658,342.36
1,242,569,421.92
274,667,320.76

调整前
420,482,432.99
1,286,519,804.31

本公司
调整金额
-280,824,090.63
6,351,424.87
274,472,665.76

调整后
139,658,342.36
1,292,871,229.18
274,472,665.76

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说明2：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
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2018年12月31日及2018年度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利润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项目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调整前
1,656,895,085.04

213,089,639.45
25,193,282.93

本集团
调整金额
-1,656,895,085.04
420,677,087.99
1,236,217,997.05
-213,089,639.45
213,089,639.45
-25,193,282.93

420,677,087.99
1,236,217,997.05

-25,193,282.93

-25,193,282.93

调整后

213,089,639.45

母公司财务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调整前
1,707,002,237.30

214,646,273.50

本公司
调整金额
-1,707,002,237.30
420,482,432.99
1,286,519,804.31
-214,646,273.50
214,646,273.50

调整后
420,482,432.99
1,286,519,804.31
214,646,2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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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5,568,983.57

-65,568,983.57
-65,568,983.57

-65,568,983.57

说明3：本集团2019年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交易，该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对本公司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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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增加山东豪迈激光设备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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