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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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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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7126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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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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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马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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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6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石琼

周江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电话

0760-23130225

0760-23130226

电子信箱

homa@homa.cn

homa@hom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制造和销售业务、金融科技业务。
1、冰箱制造和销售领域
公司从创立之初即从事冰箱制造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冰箱业务经营模式现为ODM业务与OBM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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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发展的模式，冰箱业务团队在产品的设计、制造环节有丰富的经验。在价值链前端设计及制造环节形
成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将公司业务模式扩展到行业价值链后端的品牌推广和销售环节。
在国内市场方面主要采取OBM经营模式，推出和销售自主品牌“Homa奥马”牌冰箱，向消费者提供高
性价比的国际品质产品，凭借提供高性价比产品，辅以精耕细作式的销售渠道建设和适当的品牌推广，着
力于培养奥马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在ODM业务方面，公司凭借突出的设计开发能力、丰富稳定的客户
资源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成为国内ODM业务的领先者，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冰箱ODM生产基地。
公司冰箱业务由全资子公司奥马冰箱有限公司运营，报告期内，奥马冰箱合并报表范围实现营业收入
624,137.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111.18万元，销量884.87万台。2009年至2017年公
司冰箱整体销量保持在行业排名前五；出口业务方面，2009年至2017年公司冰箱出口量已连续多年排名行
业第一。
2、金融科技领域
公司以“场景+科技+新金融”的战略理念将旗下金融科技业务板块定位于理财、消费、信贷三大板块
有机结合的一线金融科技服务平台。目前主要业务包括：平台服务、产品及技术服务、信贷业务、产业投
资等。
（1）平台服务：公司主要通过整合自建及合作B端+C端高频场景，基于场景挖掘信贷需求资产，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等科技的手段进行信贷业务处理及风控，通过自主打造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助
贷平台，实现向多家金融机构及资金方推介优质的信贷资产，通过撮合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获得优质信贷服
务，以收取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公司旗下钱包好车致力于打造一个优质汽车金融全服务平台，在汽车抵
/质押金融、汽车供应链金融等领域通过向代理商及车主提供渠道管理和咨询服务，收取相应的渠道管理
费和服务费。报告期内，公司现实平台服务收入53,283.34万元，同比去年增长79.51%。
（2）产品及技术服务：一方面，公司为机构搭建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和服务平台，收取相应的技术
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发智能POS机“钱包iPOS”。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与战略合
作伙伴钱包生活开展业务合作，向钱包生活出租智能POS机，形成部分租金收入。
（3）信贷业务：公司利用自身获得优质信贷资产的能力，通过钱包小贷、钱包汇通提供互联网小额
贷款及商业保理服务，以获得利息收入。
（4）产业投资：除了自营自建场景、自主研发关键科技及控股核心金融牌照企业外，公司还充分发
挥资本的优势，对外进行投资，产业外延，实现内外并举，耦合协同。围绕“场景+科技+新金融”的战略，
通过产业投资方式深化金融科技领域布局，参股投资与公司战略高度协同的优质企业。场景方面，公司目
前已参股智能财税服务企业大账房、云端SaaS餐饮服务企业客如云；科技方面，公司目前已参股大数据技
术服务企业小视科技；新金融方面，公司参股投资了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广西广投，同时，报告期内公司
拟通过参与增资入股的形式，参股石嘴山银行、长治银行，拟与甘肃银行共同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另公司参与设立横琴钱包壹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钱包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两支产业投资基金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公司致力于搭建便捷高效的场景大数据平台，将金融业务嵌入线上线下生活服务场景中，打造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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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便捷、安全、多元化的理财、信贷、消费一站式服务，为广大消费
者、中小微企业及商户提供融资、理财、精准营销等优质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通过内部自主研发前瞻科
技累积技术壁垒，外延不断延伸产业布局，不断完善基于场景及科技的金融科技服务生态体系。报告期内，
公司旗下金融科技事业部企业荣获2017中经金融科技品牌影响力TOP10、中国金融科技十大创新标杆企业
等称号，并入榜亿欧2017中国金融科技50强、毕马威2017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榜单。公司围绕“场景
+科技+新金融”的发展战略，建立了良好品牌优势，产品及服务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在金融科技邻域已
处于行业较为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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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4,354,629.59

5,041,417,186.44

38.14%

4,702,429,60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492,002.29

304,836,370.47

25.15%

267,033,84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797,671.25

284,207,020.30

30.12%

241,781,974.91

-833,370,262.97

652,635,622.46

-227.69%

776,015,94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6

-7.58%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6

-7.58%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6%

16.17%

-4.51%

1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10,414,239,353.91

5,334,686,758.79

95.22%

4,332,574,166.78

3,444,517,425.01

2,057,198,847.90

67.44%

1,736,884,151.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235,324,415.90

2,055,469,001.87

1,918,368,449.87

1,755,192,76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95,875.45

139,565,323.46

112,471,473.28

81,259,33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230,921.90

144,653,523.81

116,532,077.31

62,381,148.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308,808.46

-206,156,788.74

-247,526,792.91

120,622,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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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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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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8,009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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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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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6.85%

107,076,419

80,307,315 质押

105,457,372

西藏融通众金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12.49%

79,361,528

79,361,528 质押

79,361,520

西藏金梅花投 境内非国有
资有限公司
法人

10.03%

63,746,018

19,840,380 质押

37,759,900

9.65%

61,352,508

0 质押

35,535,894

前海开源基金
－海通证券－
前海开源定增 其他
二十二号资产
管理计划

3.95%

25,131,151

25,131,151

王济云

2.62%

16,635,00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其他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5%

14,281,923

0

刘展成

境内自然人

2.20%

13,961,214

13,961,214

桐庐岩华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02%

12,824,535

7,936,152

蔡健泉

1.90%

12,051,981

0

蔡拾贰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赵国栋为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赵国栋与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为一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8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动的说明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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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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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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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以“冰箱+金融科技”双轮驱动业务结构，实现冰箱业务稳健发展，金融科技业务布局与
业绩高增长，全年成效卓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96,435.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1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149.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6,979.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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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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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酒柜

6,219,425,749.64 4,886,507,481.93

21.43%

32.05%

46.99%

-7.99%

冰箱配件

9,490,511.65

7,836,038.49

17.43%

-7.54%

1.34%

-7.23%

平台服务

532,833,361.92

33,100,800.98

93.79%

79.51%

-40.57%

12.55%

技术服务

16,517,424.31

5,036,919.91

69.51%

356.27%

324.01%

2.32%

出租智能 POS 机

35,796,687.78

34,780,949.84

2.84%

100.00%

100.00%

2.84%

137,827,621.97

24,485,623.70

82.23%

2,115.70%

4,733.09%

-9.62%

发放贷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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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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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期通过投资设立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名称

投资方式

设立日期

持股比例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融金兴天

新设立

2017-05-10

55%

7,460,860.77

1,960,860.77

网金汇通（厦门）

新设立

2017-02-16

75%

632.41

632.41

网金汇通（福州）

新设立

2017-08-18

100%

42.43

42.43

钱包数字

新设立

2017-07-13

100%

-614,849.32

-614,849.32

数字乾元

新设立

2017-05-09

100%

-599,699.82

-599,699.82

喀什上达

新设立

2016-11-22

100%

483,297.36

161,283,297.36

喀什成美

新设立

2016-11-22

100%

52,399,973.38

50,699,973.38

---

59,130,257.21

212,730,257.21

合计

---

---

融金兴天是2017年5月10日经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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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00万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5,500,000.00元。
网金汇通（厦门）是2017年3月13日经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3,000万美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0.00元。
数字乾元是2017年5月9日经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0.00元。
钱包数字是2017年7月13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1,000万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0.00元。
网金汇通（福州）是2017年8月18日经福州市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0.00元。
喀什上达2016年11月22日经喀什地区喀什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200,000.00元。
喀什成美2016年11月22日经喀什地区喀什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元，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为1,700,000.00元。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70.00%

至

95.0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8,193.3

至

9,398.2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4,819.5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主要原因
为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各项业务，预计公司金融科技业务盈利实现增长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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