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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18-011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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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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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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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6.9%。报告期内，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发

展态势，国内汽车消费量仍持续增长，但增速稍有减缓。中汽协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呈小幅增长，全年共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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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汽车，同比增长3.19%和3.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1.27个百分点和10.61个百分点。2017年，

我国乘用车产销2480.67万辆和2471.83万辆，同比增长1.58%和1.40%；商用车产销420.87万辆和416.06万辆，同比增长13.81%

和13.95%。 

     受益于上述业务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545.43万元，同比上升25.93%；营业利润为8,486.41万元，

同比上升14.93%；利润总额为8,770.38万元，同比上升10.87%。 

      2、主要业务回顾 

    （1）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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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实地调研等多渠道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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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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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95,454,310.13 393,427,409.37 25.93% 358,628,43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959,905.32 67,909,167.31 10.38% 62,030,43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485,283.82 63,644,598.86 13.89% 59,291,16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80,278.48 88,992,698.93 -33.28% 56,381,52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1.03 -7.77%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1.03 -7.77%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8% 27.74% -12.46% 32.5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96,862,705.80 505,572,273.03 77.40% 396,480,17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6,189,178.45 273,379,273.13 140.03% 221,488,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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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63,078.08 122,934,571.56 120,694,742.87 149,761,9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93,915.50 18,790,414.83 19,072,757.80 20,602,8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28,622.76 18,710,079.13 18,412,390.74 19,334,19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97,640.57 1,513,996.56 23,324,546.55 24,744,0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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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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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立忠 境内自然人 3.52% 3,101,964 3,101,964   

陶悦明 境内自然人 3.38% 2,970,036 2,97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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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霞 境内自然人 0.98% 858,036 85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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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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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仁荣 、

於彩君为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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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持续改进，提高产品质量，优化生产成本，实现了营业收入49,545.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93%；

营业成本34,122.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93%；销售费用1,59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1%；管理费用4,579.2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00%；财务费用129.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74%；营业利润为8,486.41万元，同比上升14.93%；利润

总额为8,770.38万元，同比上升10.87%。  

    1.利润分析  

    2017年度公司营业利润为8,486.41万元，同比上升14.93%；利润总额为8,770.38万元，同比上升10.87%。主要系报告期内

营收规模扩大所致；营业外收支净额减少242.61万元，营业外收支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6.07%。主要系2017年度政府补助较

2016年减少所致。  

    2．成本费用分析  

    本期公司发生成本费用共计41,134.03万元，公司成本费用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9,093.60万元，增长28.38%。其中：营业

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8,257.35万元，增长31.93%，营业成本上升主要为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上涨所致；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

增加231.95万元，增长17.01%，销售费用因收入的增长而相应上升；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299.72万元，增长7.00%，主

要为新品研发投入的加大以及办公费和差旅费的上涨所致；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72.79万元，增长128.74%，主要为本报

告期汇率变动以致汇兑损益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所致。  

    3、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961.24万元，主要为本年度原材料采购价格上涨、职工薪酬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等成本费用投入加大致使变化幅度较大；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24,791.25万元，系公司募投项目持续投入以及

购买理财产品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26,893.40万元，主要为本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4、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为1,598.78万元，同比增加186.44万元，增长13.20%。系公司订单业务的增加，新品开发费用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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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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毂轴承 99,837,724.77 29,100,911.66 29.15% 35.17% 27.68% -1.71% 

分离轴承 80,035,492.33 31,650,794.09 39.55% 14.66% 24.24% 3.05% 

圆锥轴承 114,185,616.03 34,621,408.29 30.32% 22.41% 8.71% -3.82% 

轮毂单元 141,986,028.25 40,452,867.43 28.49% 32.15% 6.57%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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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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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

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74,984,450.91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

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董事会决议 

营业外收入减少249,678.74元，

营业外支出减少193,600.93，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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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仁荣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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