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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19-010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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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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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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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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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迪克 股票代码 3006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莎莎 金涛 

办公地址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春潮路

89 号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春潮路

89 号 

传真 0571-22806116 0571-22806116 

电话 0571-22806190 0571-22806190 

电子信箱 tracy@radical.cn jintao@radica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零部件，主要为轴承类产品，包括轮毂轴承单元、圆锥轴承、轮毂轴承等。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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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模式 

  发行人结合多年的采购经验，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公司在需开发新供应商时，由采购部会同技术部、品保部

对意向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只有符合公司的相关标准，通过了公司的考评，才能成为公司的潜在供应商。同类原材料主要

从1-2家供应商采购，与其签订《采购（委托加工）框架协议》，以订单通知方式实施具体采购计划。 

  公司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从生产条件、交货周期、报价水平、管理能力、产品质量等方面评定并选择供应商。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检验标准，质检人员对采购物资进行严格检验，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库。 

（2）生产模式 

  因公司产品生产具有多品种、中小批量、定制（非标准件）生产的特点，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订单情况结合产成品库

存情况，制定月（或周）生产计划，生产单位根据生产计划和工艺指令实施生产。 

  公司采取专业生产与外协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公司产品的研发设计、精车加工、磨加工、产品装配、检测等保证产

品质量和竞争力的关键工序（环节）由公司自身完成。公司充分利用地区产业集群、专业配套优势，对于部分工艺简单、质

量可控的工序如锻加工、粗车加工等采用外协加工的方式，同时为提高生产效率，对外采购部分毛坯件。 

（3）销售模式 

  根据进入整车的时间不同，汽车零部件市场可分为用于整车制造配套的主机配套市场（OEM市场）和用于汽车维修或

服务的售后服务市场（AM市场）。公司轴承产品大部分销往AM市场，少部分销往OEM市场。因两种市场特点不同，公司

采用了不同的销售模式。 

    

市场类型 销售模式 采用该模式的原因 

AM市场（售后市场） 主要为经销 

汽车售后市场庞大，客户类型多样，拓展市场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资金等资源。目前，公司自身资源有限，为提高市

场开拓效率，扩张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覆盖率，主要通过

选择与具有多年汽车零部件销售经验、手中拥有丰富的海外

客户资源的经销商合作。 

OEM市场（主机配套市场） 主要为直销 

直销客户对象为整车集团和主机厂，一般客户单一，采购数

量相对较大，验厂要求严格，采用直销模式，可以更好的贴

近客户需求，降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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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58,440,508.89 495,454,310.13 -7.47% 393,427,40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896,844.75 74,959,905.32 10.59% 67,909,16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49,516.35 72,485,283.82 1.19% 63,644,59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93,043.13 59,380,278.48 47.01% 88,992,69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95 -1.05%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0.95 -1.05%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7% 15.28% -3.31% 27.7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19,447,759.37 896,862,705.80 58.27% 505,572,27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0,286,023.20 656,189,178.45 11.29% 273,379,2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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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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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03,290.02 122,271,178.14 104,406,501.00  125,959,53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80,786.96 26,361,684.14 24,992,530.37  18,061,84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05,419.62 20,096,643.51 21,853,119.79  18,294,33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0,286.41 20,596,116.59 49,732,799.30  19,674,4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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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43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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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雷迪克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75% 29,700,071 29,700,071 质押 17,500,000 

杭州思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0% 7,920,000 7,920,000   

沈仁荣 境内自然人 7.50% 6,600,000 6,600,000   

於彩君 境内自然人 6.00% 5,280,000 5,280,000   

杭州福韵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0% 5,280,000 5,280,000   

陶悦明 境内自然人 3.38% 2,970,036 0   

喻立忠 境内自然人 3.00% 2,637,800 0   

胡柏安 境内自然人 2.69% 2,368,726 1,776,544   

朱学霞 境内自然人 0.98% 858,036 0   

沈国娟 境内自然人 0.61% 533,990 533,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雷迪克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沈仁荣、於彩君分别持有其 60%、40%的股

权；沈仁荣持有杭州思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306%的股权；於彩君持有杭州福韵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41.462%的股权；浙江雷迪克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思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福

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沈仁荣 、於彩君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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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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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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总体运行平稳，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计，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

速趋缓，增幅回落。全年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连续十年蝉联全球第一。但产销量却同比分别下

降了4.2%和2.8%，为1990年来首次年度下降。 

受上述业务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5,844.05 万元，同比下降7.47%；营业利润为8,901.18 万元，同

比上升4.89%；利润总额为9,652.54 万元，同比上升10.06%。 

2、主要业务回顾 

（1）主营业务总体保持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致力于汽车轴承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同时也在按计划积极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工作。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内控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和“三会”运作等工作，建立健全公司

治理结构；通过互动平台等多渠道联系，以此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

系，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增强了公司运作透明度，维护了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公司为了便于经营管理，满足公司

业务提升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减轻岗位冗余，提升管理、工作效率，使各岗位职权清晰、权

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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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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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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类产品 457,209,952.63 321,076,292.67 29.77% -7.30% -5.3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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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付利

息”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112,470,894.67元，上期

金额147,897,141.49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60,952,154.67元，上期

金额202,426,627.58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614,875.50元，上期金

额1,395.63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

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4,736,277.57元，上期

金额15,987,760.27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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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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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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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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