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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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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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
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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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5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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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君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5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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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经营业务包括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和航空零件及工装
设计制造业务。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及其相关业务的经营模式、业绩驱动因素如下：
1、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研发、制造和销售高效、节能、环保的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下游运
用领域提供高效节能的粉磨工艺系统为发展战略，致力于为水泥、矿山等生产领域提供粉磨系统的最佳解
决方案。该板块业务主要产品用于水泥建材行业及矿山、冶金、化工等行业脆性物料的粉磨，是目前已知
的最高效、最节能的粉碎设备之一，不仅具有处理量大，运转率高，稳定性好，有效提高金属回收率等特
点。在水泥建材行业，辊压机粉磨系统设备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粉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水泥生料、水泥
熟料的粉磨中；在矿山行业，高压辊磨机可以起到细碎、超细碎和粗磨的作用，不但降低钢耗和电耗，而
且能提高有效分选粒度范围的矿物解离度，从而提高金属回收率和精矿品位。
2、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营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主要从事航空钣金零
件的开发制造、航空精密零件数控加工、航空飞行器零部件的工装模具设计制造及装配、航空试验件及非
标产品制造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军用、民用航空飞行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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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516,603,882.89

本年比
2017 年
上年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525,597,211.75
525,266,346.21 -1.65%

119,061,987.56

128,737,829.49

99,923,127.80

116,159,038.66

95,392,091.81

93,524,152.29

0.12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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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

2016 年
调整前
462,377,768.18

调整后
462,377,768.18

128,737,829.49 -7.52%

95,929,811.25

95,929,811.25

116,159,038.66 -13.98%

85,621,404.14

85,621,404.14

2.00%

71,847,184.28

71,847,184.28

0.13

0.13 -7.69%

0.10

0.10

0.12

0.13

0.13 -7.69%

0.10

0.10

5.94%

6.65%

6.65% -0.71%

5.11%

5.11%

93,524,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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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益率
本年末
比上年
2016 年末
2018 年末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510,719,753.72 2,462,562,681.90 2,462,562,681.90 1.96% 2,485,941,579.48 2,485,941,579.48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2,046,513,041.92 1,977,784,545.12 1,977,784,545.12
净资产

3.48% 1,903,084,157.69 1,903,084,157.6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注：根据 2018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
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
收益”项目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并由此调减 2017 年度其他业务收入 330,865.54 元，
调增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330,865.54 元，上述调整对本集团 2017 年度净利润无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60,777,550.42

115,415,020.78

106,334,614.65

134,076,6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55,446.46

42,170,220.43

20,193,621.87

19,542,69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17,211.88

37,723,180.35

13,820,823.45

13,761,91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92,763.16

-463,571.87

38,166,448.60

50,096,451.92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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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32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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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4.60%

352,039,997

264,029,998

何佳

境内自然人

28.48%

289,775,148

219,067,01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3.29%

135,262,575

0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35%

13,700,000

0

徐航

境内自然人

0.74%

7,500,000

7,500,000

林晓枫

境内自然人

0.59%

6,000,000

6,000,000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54%

5,464,802

0

张正浩

境内自然人

0.24%

2,400,0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34,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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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6%

1,607,142

0

沈照云

境内自然人

0.11%

1,148,9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并合计持有公司 63.08%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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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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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8年度，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降本减费、清收欠款等措施，努力维持经营业绩的相对稳
定。2018年，公司经营管理层秉承“深耕市场、树立品牌”的经营理念，一方面紧抓辊压机（高压辊磨机）
及其配套设备业务的市场机遇，围绕客户对产品更新升级的需求，强化研发升级工作，努力维护老客户、
积极拓展新客户，不断推动产品销售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充分把握航空产业发展的机遇，进一步优化航空
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的资源配置，不断推动业务创新、产品研发和工艺升级工作，着力夯实其行业竞
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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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经营管理层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贯彻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勤
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回顾：
（1）积极开拓市场，稳定客户资源
结合公司辊压机相关业务所处行业背景，一方面积极把握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倡议，推动辊压机
相关业务的国际市场布局；另一方面紧抓市场机遇，围绕客户对产品更新升级的需要，不断强化研发升级
工作，积极推动产品销售结构调整。
（2）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优化核心工艺
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源泉，夯实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技术中心秉承不断探索、实践新技术、新
工艺，积极参与生产技术改造，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生产效率，努力实现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公司研究
开发、推广应用国内领先项目 4 项；系列设计、推广应用、现场应用国内先进项目 9 项。
（3）加强生产管理，稳定产品质量
公司在生产管控方面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管理提升工作，主要包括：加大对生产制造现场的管理力度，
优化生产流程；加强质量管控团队建设，进一步严格产品质量控制标准；强化对供应商的优选和考评等。
严格的生产管控和稳定的质量管理有效保障公司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维持公司在
业内的良好声誉。
（4）夯实德坤航空软实力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为布局未来航空零部件业务，完成了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国
军标管理体系的认证，紧抓未来市场机遇夯实公司软实力。
2、经营财务情况分析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1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5%；实现营业利润 1.41 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5.83%；实现净利润 1.1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2%，其中：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9,946.7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083.50 万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2018 度，公司营业收入 51,660.3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5%；公司营业成本 29,565.69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 0.71%；公司销售费用 3,932.5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1.06%；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为-25,895.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87.43%。其中：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航
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2018 度实现营业收入 9,946.7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083.50 万元。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营业收入分析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65%，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合计

516,603,882.89

525,266,346.21

-1.65%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176,924,883.41

191,987,350.48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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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35,914,641.28

108,393,286.63

-66.87%

135,442,783.01

66,238,229.97

104.48%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99,140,634.20

97,316,161.99

1.87%

其他业务

69,180,940.99

61,331,317.14

12.80%

辊系（子）

原因说明：
①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3,591.46 万
元，较上年同期 10,839.33 万元下降 66.87%，主要系该类产品受下游行业影响订单获取不稳定，本报告期
签订及生效的订单下降致使实现收入下降。
②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公司针
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544.28 万元，较上年同期 6,623.82 万元
增加 104.48%，主要原因系公司针对客户产品更新升级的需求，紧抓市场机遇，拓展新客户、维护老客户，
积极推动该类产品的销售，实现收入增长。
（2）营业成本分析
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0.71%，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

目

营业成本合计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辊系（子）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其他业务

2018年
295,656,864.43
129,283,461.67
22,510,018.04
69,909,411.47
36,435,669.20
37,518,304.05

2017年

同比增减

293,568,623.32
123,185,646.52
72,750,060.44
33,416,578.79
28,639,742.63
35,576,594.94

0.71%
4.95%
-69.06%
109.21%
27.22%
5.46%

原因说明：
①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致使报告期营业成本下降主要是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
②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公司针
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致使报告期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③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外协加工业务成本增加。
（3）资产结构简述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8.49%，公司资产结构稳定。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资产为
货币资金、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应收帐款及应收票据等金融资产，资产流动性较好，变现性较强，其占
总资产比重为 63%，与上年末持平。
（4）现金流概述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减少 31,208.64 万元，下降 587.4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a
报告期内购买的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增加；b 报告期内子公司利君科技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永丰支行转存 1.8 亿大额定期存单，到期日为 2020 年 10 月 22 日，年利率为 3.19%，上年末无上述事项；
c 报告期末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品和超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金额较上年末增加。
3、回顾总结和经营计划进展情况
(1)公司回顾总结前期已披露的发展战略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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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继续围绕高效、节能、环保的辊压机及其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致力于水泥、
矿山等生产领域提供粉磨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案，为市场提供高效节能的粉磨工艺系统为发展战略目标。报
告期内，公司共获得授权有效国家专利13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在
公司后续发展过程中将不断以创新理念为引导，进一步夯实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2018年度已披露经营计划进展情况
2018年4月24日，公司在2017年年度报告“第四节·九·(三)·1”中披露了，2018年公司计划全年新
签订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业务合同4.8亿元。2018年10月，基于编制经营计划的科学性、合理
性等原则，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结合目前国内外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认真分析后研究决定将辊压机（高压
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2018年度新签订合同4.8亿元人民币调整为3.0亿元人民币。报告期内，经过公
司销售团队的艰辛努力，在全体员工的积极配合下完成新签订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业务合同3.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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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辊系（子）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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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24,883.41

47,641,421.74

26.93%

-7.85%

-30.76%

-8.91%

35,914,641.28

13,404,623.24

37.32%

-66.87%

-62.39%

4.44%

135,442,783.01

65,533,371.54

48.38%

104.48%

99.67%

-1.17%

99,140,634.20

62,704,965.00

63.25%

1.87%

-8.7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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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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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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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2017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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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企业应当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2019年4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参见2019年4月24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情况
新设“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原“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项目； 新设“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归并原“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原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将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项目调整情况
新设“研发费用”项目，单独列示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中的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列“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
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调整情况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次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依据财政部文件规定执行，不会对公司2018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报告的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股东权益产生影响。
（3）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表相关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管理费用

2017年合并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55,554,931.6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48,625,069.30
193,070,137.68
11,590,064.89
其他应收款
18,005,546.53
6,415,481.64
203,732,608.17
固定资产
203,732,608.17
10,402,495.30

在建工程

5,75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0,551,688.13
其他应付款

10,402,495.30
136,301,688.13

150,351,903.44

150,351,903.44
61,454,343.45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47,980,337.71
13,474,005.74

根据2018年9月7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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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
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并由此调减2017年度其他业务收入330,865.54元，调增2017年度
其他收益330,865.54元，上述调整对本集团2017年度净利润无影响。
2、会计估计、核算方法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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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亚民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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