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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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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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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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7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笛鸣

李洪波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号
号

电话

0757-28385938

0757-28385938

电子信箱

sw002676@vip.163.com

sw002676@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空调风叶设计、生产的专业企业，主要产品是塑料空调风叶，风叶是影响空调整机性能的关键配件
产品，其功能是通过风叶旋转促使空气流过换热器，使换热器里面的冷媒与外面的空气进行热量交换，从而达到空调器制冷
或制热的目的。空调风叶的质量直接关系着空调的风量、噪音、制冷制热能力和能效比等关键技术指标，是有效降低空调噪
音、提高节能效果非常重要的因素。根据空调风叶的使用用途和气流进出叶片的特点，可以将空调风叶分为三类：贯流风叶、
轴流风叶及离心风叶。公司是国内外最具竞争实力的空调配件企业之一。
公司的业务体系中除主营产品塑料空调风叶外，还包括了改性塑料、模具开发的设计生产与加工制造、其它精密组件的
设计生产与加工制造，具有完整的“塑料改性—模具设计制造—塑料空调风叶设计制造”产业链，是行业内少数具备全面配
套能力的专业塑料空调风叶生产企业之一，能够更好地保证产品质量。
本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用于空调行业，由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和不确定性，空调行业及其上下游会受到周期下滑的影
响。目前，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低迷，家电行业面临严峻的经
济形势。如果未来宏观经济或消费者需求增长持续放缓，则空调市场的增长也将随之减速，从而对于公司塑料空调风叶产品
销售造成不利影响，但公司产品作为风叶龙头产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品牌效应和较大的市场份额，相对市场同类产品具有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公司通过发展精密组件、新材料等新兴行业高附加值产品并实施自动化手段以降本增效，最终实现公
司业务发展和盈利增长持续稳健向上，最大程度地规避宏观经济周期、行业周期下滑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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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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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555,408,216.80

1,299,155,022.36

19.72%

1,201,514,55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39,752.06

30,796,656.99

-255.99%

2,123,19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38,178.56

27,523,796.30

-277.08%

-1,440,473.80

7,192,529.44

81,029,398.97

-91.12%

27,162,14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7

0.0428

-255.84%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7

0.0428

-255.84%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2.88%

-7.43%

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070,104,126.37

1,782,443,626.67

16.14%

1,619,573,61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0,340,248.97

1,085,271,581.92

-5.06%

1,055,094,452.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82,138,179.99

447,282,804.11

358,225,004.33

367,762,22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6,650.76

6,072,896.35

-2,390,050.25

-58,241,06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74,349.26

4,813,141.96

-3,961,139.06

-54,976,35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078,653.01

15,357,465.41

33,321,497.81

125,592,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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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1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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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九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9.00%

208,800,000

25.06%

180,429,093

8.46%

60,947,010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
其他
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3%

36,180,000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
其他
中铁宝盈－广泰进取 1 号资

2.04%

14,698,028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
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 其他
计划
文细棠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9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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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计划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
中铁宝盈－夺宝 1 号资产管 其他
理计划

1.82%

13,118,108

蔡耀平

1.73%

12,477,105

诺安资产－工商银行－陕西
省国际信托－陕国投·财富
其他
尊享 11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39%

10,000,013

林晓斌

境内自然人

0.66%

4,765,329

黄省平

境内自然人

0.57%

4,072,280

境内自然人

文细棠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0,947,010 股，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公司股票 36,180,000 股，文细棠与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一致行动人。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第二大
动的说明
股东和第三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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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
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3%

文细棠

公众股

蒋九明

8.46%

32.45%

29.00%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西部利
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06%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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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得益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与消费升级、新兴品类市场爆发等多方面积极因素的集中释放，空调行业
顶住了原料成本上升及地产调控等压力，产销量实现了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1-12月房间空气调节器累计生
产18,039.8万台，同比增长26.4%。
受益于空调市场的产量增长，公司销售订单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40.82万元，同比增长19.72%。公司主要产品
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以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导致销售单价的上涨不能弥补生产成本的增长，因此毛
利率同比有所下降，降低2.84个百分点。
2017年度，公司管理费用增长26.95%，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1）各基地运营费用的上升，人工成本及折旧摊销等相
关费用持续增长；（2）泰国顺威项目、智能卫浴项目等新投资项目的开展，前期筹建费用较大；（3）2017年公司开展的资
产重组及收购事项，使得与投资相关的中介等咨询费用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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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增长196.32%，主要是由于资金成本上升以及公司融资需求的增加，使得银行借款利息支
出以及票据贴现利息支出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汇率波动，带来汇兑损失增加。
2017年末，根据存货减值测试的结果以及期后存货处置情况，计提了2,300.55万元的存货减值准备，使得资产减值准备
同比增长259.03%；根据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终审判决，计提赔偿款720万元，使得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267.54%。综上，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的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2016年

1,555,408,216.80
-48,039,752.06

1,299,155,022.36
30,796,656.99

19.72%
-255.99%

-48,738,178.56

27,523,796.30

-2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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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塑料空调风叶
改性塑料
模具及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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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663,316.30

230,476,103.19

18.79%

25.93%

9.09%

-2.90%

75,533,755.22

14,945,372.45

19.79%

-17.60%

-12.83%

1.08%

212,455,259.36

47,345,757.11

22.29%

11.74%

-5.45%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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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期数
1,555,408,216.80
1,260,025,923.06
-48,039,752.06

上期数
1,299,155,022.36
1,017,344,970.35
30,796,656.99

同比增减
19.72%
23.85%
-2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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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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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财会[2017]13号），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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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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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及财政部《关于修
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将原在“营业外收入”中核算的政府补助调整至新增的“其
他收益”、核算的相关资产处置利得调整至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科目核算；并按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2017年年度合并利润表列报“资产处置收益”376,812.74元；上年同期合并利润表列报“资产处
置收益”-34,858.64元，上年同期合并“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分别调整减少169,052.26元及203,910.90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损益间的科目列报，不影响2016年年度及2017年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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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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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了新设子公司黄山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顺威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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