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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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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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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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圣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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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7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良

胡海云

办公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

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

电话

0574-87522994

0574-87522994

电子信箱

zqb001@nbslt.com

zqb001@nbsl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水加热生活电器核心零部件及整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目前公司主要的产品为温控器、电
热水壶和咖啡机。
公司以研发和生产温控器起家，温控器产品无论在技术和市场份额以及品牌在业内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公司目前主要生
产中高端的360°旋转式温控器，主要销售给国内外众多的小家电厂商用于生产电加热水壶的加热器。
公司的电热水壶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温控器为切入点，以极速、节能的特点取得了良好发展。公司的电热水壶采用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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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模式为主，销售给国内外知名品牌商。
公司的咖啡机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被国内外知名客商认同。咖啡机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公司
的咖啡机机型以胶囊咖啡机为主，主要优点是即热式、快速、节能、健康，适合家庭、商务办公等场所使用。目前咖啡机主
要以ODM模式为主。
小家电行业属于典型的消费品行业，温控器、电热水壶、咖啡机的需求与市场需求紧密相关。受经济增长放缓、原料价
格大幅波动、人工成本上涨、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小家电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出现下滑。公司力求在产品结
构优化、产品升级的机遇中，以“极速开水机”和“胶囊咖啡机”等高效、即热、节能等包含公司核心技术的产品作为重点，扩
大与客户的合作，积极迎合行业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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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74,428.42

117,337,826.96

12,080,879.86

-56,898,346.38

-36,888,075.07

-57,333,969.13

-35.66%

-35,302,123.68

-95,788,397.78

818,208.99

-11,807.08%

27,087,24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5

-0.3556

—

0.21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5

-0.3556

—

0.2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18.28%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5.60%
—

2016 年
95,212,097.82
-34,738,6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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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2.4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9.74%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5,055,376.18

381,255,704.33

-1.63%

444,695,77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8,041,181.55

285,960,301.69

4.22%

341,658,6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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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8,858.98

55,496,300.88

39,392,580.30

35,346,68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6,278.99

17,328,248.42

-5,332,622.71

8,341,533.14

-8,697,652.58

-9,690,360.40

-6,205,762.04

-12,013,939.54

-8,355,994.12

-31,873,806.10

-34,367,996.35

-21,190,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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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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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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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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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

东总数

2019 年 1 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7,174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东总数

0

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金阳光电
热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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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数量

18.13%

29,000,000

0

质押

26,146,303

15.63%

25,000,000

0

质押

10,351,368

14.90%

23,843,294

0

4.97%

7,952,000

0

其他

2.50%

4,004,560

0

庄欣佳

境内自然人

1.43%

2,287,301

0

刘寿莲

境内自然人

1.15%

1,833,700

0

陈飞

境内自然人

1.07%

1,706,200

0

陈树雄

境内自然人

0.97%

1,552,200

0

钟文杰

境内自然人

0.77%

1,238,000

0

司
深圳市洲际通
商投资有限公
司
西藏晟新创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时代信托股 境内非国有
份有限公司

法人

融通资本－招
商银行－华润
信托－华润信
托•润金 7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公司股东陈树雄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22,20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说明（如有）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52,200 股；公司股东钟文杰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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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38,00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3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38,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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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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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面临的形式依旧严峻，报告期内，公司电热水壶、温控器、咖啡机业务营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而原
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涨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增加，公司小家电业务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公司被证监会行
政处罚后，部分投资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就未决诉讼计提了预计负债。为实现2018
年扭亏为盈，避免被暂停上市，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出售了位于康庄南路及金山路的两处厂房，最终实
现了年初制定的扭亏目标。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37.44万元，较2017年增长25.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8.09万元，实
现扭亏为盈；截止报告期末，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9804.12万元，较2017年增长4.22%。报告期，公司各主要业务板块
中，小家电销售收入8205.3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0.22%；影视文化收入601.6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12%；报告期新增
加新型环保材料销售收入2158.34万元。2018年，公司各板块经营发展情况如下：
（1）温控器及电热水壶业务
由于近年来公司产品结构转型，业务重点转移至胶囊咖啡机和极速开水机等新型水加热智能电器，减少了电热水壶和温
控器的产品投入，目前公司温控器及电热水壶业务的主要产品销售策略为以维持现有客户为主，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温控
器事业部加强品质管控，以维护国内市场为主，逐步突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通过外销与内销结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和
盈利增长点，但由于国内温控器市场渐趋饱和，2018年公司温控器销售收入有所下滑。报告期，温控器及配件完成销售592
万套，同比下降20.96%，实现销售收入2748.43万元，同比下降22.40%，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的18.65%。
电热水壶方面以整机系列产品及关键组件业务销售为主，2018年公司继续开发和完善各种核心技术，抓住“极速”和“节
能”的优点，通过与客户合作开发，用标准件帮助客户快速测试和使用公司的极速加热技术和组件，从而取代其现有加热技
术和部件，使公司的极速加热技术成为改变行业的真正利器。报告期内，公司电热水壶完成销售40万台，同比下降22.03%，
实现收入1405.74万元，同比下降25.75%，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的9.54%。
（2）咖啡机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胶囊咖啡机等新产品市场开拓，实现了批量化的销售，公司研发的咖啡机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台湾等北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公司与国内外大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对新产品的研发。2018
年咖啡机完成销售累计12.15万台，同比下降17.92%，实现收入3579.4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3.03%，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的24.29%。
（3）影视文化投资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与关联方星美影业共同投资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文献纪录片《向前
向前向前》已拿到播映许可证，正在与播放平台洽谈中。圣莱达文化投资在2016年与关联方星美影业共同投资的侦探题材电
影《国际通缉令》更名为《局中局》，由于政策的原因已经重新改写剧本并开拍，计划于2019年上线；公安动作题材电影《国
家行动之猎狐》因政策原因已经终止投资，原先支付的480万投资款改投《局中局》；战争传奇情感剧《锻刀II不死的战士》
更名为《锻刀之英雄无悔》，已取得发行许可，并将进入正式发行阶段。与北京天润传媒有限公司于2016年底共同投资的影
片《非常觅食者》目前正处于制作当中，预计将于2019年上映。
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金阳光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影视设备租赁业务正常开展。为改善设备租赁业务的经营现状、提高经
营效率，公司继续将影视设备租赁给上海亮视影业有限公司，租赁业务已经正常开展。
（4）新型环保材料销售业务
为了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公司扭亏，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在新材料推广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引导，上市公司依托股
东资源，积极拓展新业务，通过与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与商业合作，积极开展新型环保材料销售业务，为相关
央企、国企、上市公司等提供新型环保的金属构件防腐材料和技术服务，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型环保材料的应用领域
和公司的服务内容。报告期内，公司新型环保材料销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158.34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的14.65%。
（5）调整研发战略，建设核心技术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挖自身优势，确立起了“极速节能加热技术”与“精准控温技术”两大核心技术平台在行业内的领先
地位。依靠两大核心技术平台，公司研发部根据市场动态，找准了产品定位与研发方向，通过与大客户合作开发的方式，积
极推进定向开发的项目，降低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成果转化成功率。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发即热节能咖啡4款新型咖啡机，
并申请了4项外观设计专利，新获得3项外观设计专利。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专利49件，其中发明专利20件。
（6）加强产品品质管理，提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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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断完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加强供应商管理，外协检管理及品质管理等工作，并加强品质团队建设、人员素
质培训，保障公司产品的质量安全。报告期内，品质部加强对来料及电热水壶、温控器、咖啡机半成品、成品及其制成品的
检测和检验，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完善售后服务，加快对客户投诉处理的反应速度、提供更加优化的解决方案，力争维
护并提升公司产品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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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电热水壶

14,057,428.87

13,475,451.32

4.14%

-25.75%

-28.07%

3.09%

温控器及配件

27,484,254.24

24,537,713.71

10.72%

-22.40%

-20.77%

-1.84%

咖啡机等

35,794,481.01

30,565,245.66

14.61%

-13.03%

-11.14%

-1.82%

新材料

21,583,429.24

20,444,389.21

5.28%

—

—

—

投资性房地产

37,651,527.47

18,505,032.29

50.85%

—

—

—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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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14737.44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25.60%，主要由于公司出售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515
的厂房，以及公司新增加了新型环保材料销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018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8.09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位于宁
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515 和位于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298 号的土地及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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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8〕15号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己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
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
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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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2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40号）。公司2015年度虚增影视赔
偿收入1000万及相应利润750万；虚增政府补助收入及相应利润1000万。对于以上事项，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公司于2018
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对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见2018年4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及亚太出具的《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
明》。
因上述会计差错影响，减少2017年度及2016年度年初合并股东权益总额20,000,000.00元，减少2015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20,000,000.00元。减少2017年度及2016年度年初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17,500,000.00元，减少2015年度母公司利润总额
17,500,000.00元。公司对上述差错结果，进行相应账务调整。
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中国证监会将另行依法处理。公司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针对《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问题进行深刻检讨、核查和分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学习，提高对上述规范的理解，强
化勤勉尽责意识，提高风险把控能力。公司管理层将加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相关制
度，保证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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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7）。2018年6月2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2015年、2016年年度报
告财务报表更新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并发布了更正后的《2015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2016年年度报
告财务报表》以及经亚太重新审计的2015年、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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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新成立的子公司宁波圣莱达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减少本期注销的子公司：宁波屹丰电器有限
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950

至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825.62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720

受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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