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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4                      证券简称：瑞凌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5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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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后的股本总数 45,560.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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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凌股份 股票代码 3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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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孔 亮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飞扬兴业科技厂区厂房 

传真 0755-27345999 

电话 0755-27345888 

电子信箱 riland@rila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称号，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逆变焊割设备、焊接自动化系列产品和焊接配件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逆变焊割

设备包括逆变直流手工弧焊机、逆变氩弧焊机、逆变半自动气体保护焊机、逆变等离子切割机等；焊接自动化系列产品包括

焊接小车、数字化焊接设备、高效焊接系统和机器人焊接系统集成等；焊接配件类产品包括焊接和切割配件、焊接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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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焊接技术作为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之一，其相关产品下游应用十分广泛，包括军工、航空航天、船舶、压力容器、管道

工程、石化工程、工程机械、电力工程、建筑、钢结构、车辆制造、轨道交通、轻工及民用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地位，请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九、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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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54,780,889.21 577,568,807.22 -3.95% 648,076,56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97,324.84 107,149,544.46 6.20% 85,786,94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444,241.04 88,429,526.32 7.93% 74,135,32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62,667.63 33,120,562.54 228.69% 188,775,15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4 4.17%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4 4.17%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5% 6.76% 0.19% 5.5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919,607,193.46 1,907,329,255.38 0.64% 1,866,863,76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1,388,603.28 1,609,434,821.11 3.23% 1,560,549,338.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4,707,327.05 145,541,599.01 129,857,634.89 164,674,32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35,313.30 47,042,358.34 31,131,830.58 22,487,8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04,492.07 42,874,417.81 26,902,746.01 14,462,58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5,184.45 34,858,351.47 26,919,319.75 51,730,1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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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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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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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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光 境内自然人 38.76% 176,666,800 132,500,100   

深圳市鸿创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4% 107,733,200    

深圳市理涵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1% 16,000,00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36% 6,213,816    

钟依阳 境内自然人 0.70% 3,190,000    

查秉柱 境内自然人 0.49% 2,250,000    

王巍 境内自然人 0.24% 1,075,000 806,250   

李图宝 境内自然人 0.23% 1,050,000    

金彩红 境内自然人 0.23% 1,037,800    

苏静容 境内自然人 0.21% 94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邱光先生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邱光先生、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理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王巍先
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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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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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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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持续推进产品

梳理，通过降本控费，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478.0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5%；利润总额为13,509.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379.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0%。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焊接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围绕公司发展战略，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完善销售渠道布局，加强产品市场推广 

国内市场继续开展线下两级经销商网点的布局和开发，在部分区域试推行专卖角的新营销模式；线上网络经销商招商取

得一定成果，继续鼓励线下经销商加入公司网络经销商队伍同步开展线上销售；加强直销队伍的团队建设，持续提高直销能
力，公司针对重点标杆客户的直销业务取得突破，如比亚迪平衡臂云平台焊接项目。 

海外市场通过梳理产品线明确了海外销售的主推产品，形成了各部门间工作联动机制；积极参加国内外展会，大力推广
公司自主品牌，提高公司产品影响力；继续在发达国家的空白市场、薄弱区域开发新客户，拓展销售渠道，同时巩固原有市

场、优化客户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结构网。 

2、坚持产品创新和技术预研，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是技术驱动型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专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提

升公司产品性能；凭借研发技术创新优势，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方案、标准化工序与设计、元器件国产化替代等优化成本措施，

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通过对手工电弧焊机的数字控制技术运用，增加产品功能，改善不同焊条种类的焊接性能，推陈出新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了更好的适应数控自动化切割设备的需求，引领等离子切割发展趋势，公司进行全数字化高效节能等
离子切割关键技术研发，开发出系列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产品平台，衍生多款优质产品；公司还进行全数字交直流脉冲氩弧焊

机开发及产品线完善，研制了一种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多功能数字化交直流脉冲氩弧焊机系列；在中高端产品方面，进
行全数字埋弧焊系列产品开发及数字化大功率气体保护焊产品平台的预研及开发，可以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的影

响力。此外，针对公司直销业务，根据直销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相关项目及产品的定制化开发。 

3、优化制造管理流程，深入挖潜、提效降本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内部流程，通过加强研发、采购、制造、销售、财务部门之间的协作，优化了从供应链到制造

端的全流程管控，缩短了产品交付周期；对产品分层分级进行制造全环节提效降本，有效降低了产品加工成本；深入改善制

程产品的流程及工艺，并及时收集市场质量反馈进行快速响应，有效改善了制程单位缺陷率。 

4、继续深化内部管理改善，提升公司运营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了内部各部门协同作业，优化管理流程、推进精益管理；加强存货管理，盘活呆滞物料，提高存货

周转率；持续推进信息化管理，不断完善供应商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电子商务管理系统以及财务、研发、制造、
销售的ERP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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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变焊割设备系

列产品 
492,657,234.21 165,968,849.48 33.69% -4.39% -2.66%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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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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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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了三次会计政策变更。 

一、第一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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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损失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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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旧准则

衔接规定，企业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 

 因此，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 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须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二、第二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

[2019]6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准

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3、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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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

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

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

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3、债务重组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

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
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4. 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第三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19年10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会[2019]1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
[2019]16号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

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

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

“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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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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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市金坛瑞凌焊接器材有限公司注册设立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云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其75%股权，东莞市云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经营范围：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变压器、电

感器；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报告期内，金坛瑞凌已完成对东莞市云磁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300万元的投资款投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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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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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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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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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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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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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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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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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