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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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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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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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4,606,4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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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贵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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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5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文震

许小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
区）
区）

传真

0576-83938061

0576-83938061

电话

0576-83938635

0576-83938635

电子信箱

yonggui@yonggui.com

yonggui@yonggu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电连接器、连接器组件及精密智能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支持，2017年，公司加速完善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通信、军工四大板块布局，整体经营状况良好，在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通信板块发挥行业优势，
收入上升明显，军工板块业务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形成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通信、军工四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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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轨道交通板块：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纵深拓展，目前已初步完成轨道交通领域的产业布局，业务主要包括轨道交通
连接器、油压减振器、计轴信号系统、受电弓、碳滑板、门系统、贯通道等产品的研产销；
2、新能源汽车板块：依托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优势，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主要包括连接器、电源配电盒、线束组件、
充电端口、充电桩和BMS管理系统等产品的研产销；
3、通信板块：公司收购翊腾电子后，对通信板块产品结构进行完善，在3C领域，目前业务主要包括连接器、通信电缆、
线缆组件及结构件等；
4、军工板块：主要包括连接器、线缆组件等。
公司产品以连接器为核心，各大领域纵深拓展，形成具有公司特色的产品结构。公司目标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连
接与互联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确定采购原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并进行供应商评估与选择，采取批量采购和按需即时采购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定制化零部件采购和标准化零部件采购。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采购管理
制度，以规范原材料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和审批流程。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在获取客户中标通知书或签订合同后进行订单生产。另外，轨道交通领域会对部
分常规通用零部件进行备货生产，通信领域会根据客户需求提前安排常规型号产品的备货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为直销，根据区域的不同设立办事处或销售代表，直接面向各地的客户，保持与最终客户的面对面
沟通和快捷服务。公司以“直销”为核心，全面履行“科技连接未来”的使命，在轨道交通领域、新能源领域、通信领域、军工
领域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连接与互联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6,857.06万元，同比增长32.78%，利润总额20,870.18 万元，同比增长11.73%，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8,124.84万元，同比增长12.31%。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翊腾电子持续保持其竞争优势，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在报告期内实现
了业绩承诺，带动通信板块收入爆发式增长。
2、报告期内，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日益增长，新能源汽车连接器及相关产业需求不断上升，公司拥有坚实的技术基
础以及成熟的市场拓展能力，在宏观政策的影响下，公司新能源板块收入持续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充足技术储备，拓展客户资源，在国内轨道交通连接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不断纵深拓展，
丰富产品结构，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体验，为公司轨道交通板块收入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目前公司产品分布于轨道交通、新能源、通信、军工几大行业，现公司就2017年以上几个行业情况做简要分析：
1、轨道交通行业分析
轨道交通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家重要投资方向，继续发挥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随着“一带一路”、“京津
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根据中国铁路总公
司统计，2017年全国铁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10亿元，其中国家铁路完成7606亿元；新开工项目35个，新增投资规模3560
亿元；投产新线3038公里，“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运营。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铁路电气化率、复线率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铁路技术装备实现升级换代，动车组
上线运营达2522组、较2013年增长149%，电力机车占比达到62%，载重70吨及以上货车占比达到50%，重型钢轨、无缝线路
里程大幅延长，调度集中系统广泛运用。
根据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累计有34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5021.7公里。2017
年新增石家庄、珠海、贵阳、厦门4个运营城市；新增33条运营线路，868.9公里运营线路长度。新增线路再创历史新高，比
2016年新增线路534.8公里增加334.1公里，增幅达62.5%。在5021.7公里的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中，地铁3881.8公里，占线
路总长的77.3%；轻轨233.4公里，占线路总长的4.6%；单轨98.5公里，占线路总长的2.0%；市域快轨501.8公里，占线路总长
的10.0%;现代有轨电车243.4公里，占线路总长的4.8%；磁浮交通58.8公里，占线路总长的1.2%；APM线4.0公里，占线路总
长的0.1%。
2、新能源行业分析
2017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持续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79.4万辆，销售77.7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3.6%和53.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6.6万辆和65.2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7%和59.4%；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8万辆和12.5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9.3%和27.5%。
新能源乘用车中，纯电动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7.8万辆和46.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81.7%和82.1%；插电式混合动
力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1.4万辆和11.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0.3%和39.4%。
新能源商用车中，纯电动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8.8万辆和18.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2.2%和21.5%；插电式混合动
力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4和1.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4.9%和26.6%
3、通信行业分析
公司目前通信领域主要产品为精密连接器、结构件及线缆组件，属于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报告期内，全球物联
网产业持续发展，以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汽车、无人机、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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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的产业升级、产品创新、精益制造、智能制造等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和主题，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
新动力，全球通信行业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4、军工行业分析
2017年以来,我国军工行业在整体规模、创新能力等方面实现稳步提升,在军民融合改革、民参军、军转民等方面的步伐
不断加快,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总目标--“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助推军民融合后续发展。
（五）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从轨道交通连接器起航，深耕多年，在国内轨道交通连接器细分领域占据龙头地位；在2010年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
领域，并在近几年实现爆发式增长，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公司2016年收购翊腾电子，实现与3C领域的产业整合，在精
密连接器和结构件产品领域占据国内明显优势地位。
截至本报告期末，通信、新能源、轨道交通板块分别占公司收入的前三，公司连接器市场的布局日趋完善，对单一轨道
交通连接器的依赖性正进一步减弱。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强对连接器新领域的突破，实现公司在各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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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68,570,583.21

955,367,348.29

32.78%

511,128,43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248,423.27

161,380,020.87

12.31%

114,783,27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086,462.46

156,795,510.51

11.67%

111,466,08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18,769.90

39,156,130.90

-195.05%

55,734,24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5

4.44%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5

4.44%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1%

8.99%

-2.38%

11.2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364,092,363.22

3,106,197,697.81

8.30%

1,281,544,08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3,540,425.44

2,666,891,068.49

5.87%

1,072,123,7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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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25,655.32

323,076,957.27

320,524,333.17

419,543,6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29,392.51

43,509,039.86

54,130,647.91

59,279,34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93,745.69

43,029,616.32

48,885,625.87

60,577,474.58

-35,513,509.04

-7,169,356.92

-36,546,550.83

42,010,6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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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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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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2,029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9,90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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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5.71%

60,403,200

45,302,400

浙江天台永贵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9.41%

36,210,000

0

范正军

境内自然人

8.15%

31,352,500

23,514,375

范纪军

境内自然人

7.85%

30,201,600

22,651,200

娄爱芹

境内自然人

4.67%

17,963,440

13,472,580

汪敏华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2,743,400

卢素珍

境内自然人

4.42%

16,991,200

12,743,400

涂海文

境内自然人

4.26%

16,376,840

13,101,472

卢红萍

境内自然人

1.06%

4,094,210

3,275,368

0.79%

3,055,644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二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范永贵、范纪军、范正军、汪敏华、卢素珍、娄爱芹组成的范氏家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说明
人。涂海文与卢红萍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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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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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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竞争激烈、产能过剩、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公司坚持“天道酬勤”的核心价值观，肩负“科技连接未来”的使命，在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带领下认真落实
2017年度经营计划，加快创新步伐、强化内部协同、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
进新能源电动汽车、军工、通信等领域新产品，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能力及销售队伍建设，巩固公司的市场优势，同时，以
同心多元化发展战略为核心，积极寻求合适的并购标的，不断丰富轨道交通市场产品线以及拓宽连接器新领域市场，加快公
司发展步伐。
2017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6,857.0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78%；实现营业利润 20,991.38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15.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124.8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31%；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36,409.24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3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82,354.0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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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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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连接器

296,390,522.83

165,731,248.39

55.92%

11.73%

3.99%

-4.15%

电动汽车连接器

393,883,219.22

120,117,238.71

30.50%

24.87%

15.39%

-2.50%

通信连接器

441,445,285.48

157,573,896.64

35.70%

54.10%

73.42%

3.98%

其他

127,498,099.61

47,549,141.30

37.29%

51.59%

27.88%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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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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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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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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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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9,756.28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9,75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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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2家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浙江博得公司
设立
唐山永鑫贵公司
设立

股权取得时点
2017年4月
2017年3月

出资额
40,000,000.00
306,000.00

出资比例
51.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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