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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0-022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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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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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81,9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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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威 股票代码 00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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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彦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299 号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299 号 

电话 0592-3781760 0592-3781760 

电子信箱 hongyan@kingdomwa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其他食品制造业（代码：C0399）”。公司从事食品营养强化剂行业原料

和保健食品终端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平稳发展，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实现营业收入31.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0%，主要系保健品业务增长所致；营业利润5.8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3%，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4.42%，主要系VB计提大额商誉和无形资产减值及维生素原料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9.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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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制于养殖行业的效益低迷期，维生素原料产品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辅酶Q10原料产品竞争激烈，价

格长期在低位徘徊，部分产能退出市场，此外，受气候变化和安全环保因素的影响，辅酶Q10原料产品全年产量减少，价格

在第四季度出现大幅反弹。公司上述产品的市场份额保持相对的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年产800吨维生素A油和年产200吨维生素D3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将于2021年上半年进入试生产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在营养保健品领域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继续深耕细作，产品矩阵不断丰富。随着科技进步推动保健品行业新

配方、新剂型陆续面世，以及对保健品销售渠道和营销手段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公司在新产品的推出和新销售渠道的建立

敢于比肩国际知名品牌，力争弯道超车，满足消费者对产品价廉物美的需求。同时，在中国市场上快速渠道策略得到了较好

的推行，取得初步成绩。Doctor's Best多特倍斯与天猫国际、京东、考拉、唯品会、小红书、一条、贝店、斑马会员等各类

型的电商渠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中国电商渠道的全覆盖（Doctor's Best天猫旗舰店入口：

https://doctorsbest.tmall.hk/ ；京东国际旗舰店入口：https://mall.jd.com/index-1000279881.html ）。Doctor's Best双十一当天总

销售额同比增长525%，勇夺天猫国际“新品孵化奖”。双十一期间，Doctor's Best辅酶Q10成交及搜索指数增长率居辅酶Q10

同类产品的TOP1。 

公司运动营养产品海德力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取得了显著的增长，目前销售额行业排名第四。公司将通过爆款产品加强消费者

对海德力品牌有更直观的消费认知，并在国内研发使用场景更多的体重控制，减脂代餐类目产品，吸引更多女性用户和“小

白”用户，从而为品牌获取更多发展空间与利润空间。 

公司双主业的运营模式（即生产制造业务模式、品牌运营业务模式）进一步稳定，在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的同时，盈利能力

有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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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784,933.45 2,872,622,719.43 11.11% 2,084,623,65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709,531.58 687,251,342.11 -34.42% 474,050,60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910,787.80 648,553,219.91 -39.42% 459,044,21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380,174.29 886,874,815.32 3.55% 494,154,87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1.11 -34.23%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1.11 -34.23%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4% 25.61% -10.37% 20.2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698,547,098.55 4,586,977,441.97 2.43% 3,324,495,57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07,542,869.49 3,018,549,721.57 -3.68% 2,483,988,5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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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861,007.20 882,215,285.61 742,477,894.86 895,230,74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099,905.71 238,859,517.34 158,112,619.05 -77,362,5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944,044.67 234,987,273.34 149,001,505.25 -118,022,03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455,898.16 185,890,531.83 255,434,589.51 279,599,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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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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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达威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34% 217,875,632 217,875,632 质押 134,160,000 

中牧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67% 139,734,414 139,734,414   

厦门特工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 35,927,386 35,927,386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4.47% 27,547,613 27,547,613   

俞蒙 境内自然人 2.21% 13,617,380 13,617,38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1.46% 9,000,000 9,000,000   

厦门金达威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1.06% 6,547,156 6,547,156   

黄剑斌 境内自然人 0.96% 5,920,000 5,92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8% 4,780,628 4,780,628   

毛奇峰 境内自然人 0.54% 3,303,000 3,3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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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91,784,933.45 2,872,622,719.43 11.11%   

营业成本 1,674,792,523.91 1,377,059,133.85 21.62%   

销售费用  275,705,033.43 179,249,225.51 53.81% 主要系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子公司Zipfizz的销售费用增

加；DRB和金达威控股的营

销推广费用增加综合影响

所致 

管理费用 282,237,976.99 258,817,874.82 9.05%   

财务费用 51,457,395.55 -10,901,205.14 572.03% 主要系汇兑收益同比减少

以及贷款利息增加综合影

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7,989,887.67 147,898,973.40 6.82%   

研发投入 65,809,806.28 69,075,843.93 -4.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0,709,531.58 687,251,342.11 -34.42%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VB公

司商誉减值和无形资产减

值，以及维生素产品毛利率

下降综合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8,380,174.29 886,874,815.32 3.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9,144,328.95 -1,251,173,755.85 77.69% 主要系收回理财资金减少

1.28亿元；以及支付购建长

期资产同比增加1.08亿元；

投资支付现金减少6.86亿

元；及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

金减少5.24亿元综合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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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2,097,112.33 266,681,770.52 -277.03% 主要系偿还借款增加5.18亿

元；以及分配股利增加2.65

亿元等综合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72,123,178.36 -57,900,127.89 397.28% 主要由投资活动及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动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20,886,228.91 26,820,469.68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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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A 系列 725,912,623.30 549,395,191.88 75.68% -19.73% -26.03% -6.44% 

辅酶 Q10 系列 543,912,367.54 276,143,403.35 50.77% 4.15% 30.94% 10.39% 

营养保健食品 1,687,186,944.73 556,395,443.73 32.98% 36.39% 40.5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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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31.92亿元，同比增加11.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1亿元，同比减少34.42%，主要系商誉减

值及无形资产减值计提金额增加，维生素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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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27、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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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2019年合并期间 2018年合并期间 说明 

艾贺博香港 2019.01-2019.12 2018.12-2018.12 新设 

Zipfizz 2019.01-2019.12 2018.07-2018.12 收购 

VK 2019.01-2019.12 2018.01-2018.12 股权比例由85%变更为95% 

PH 2019.01-2019.12 2018.01-2018.12 股权比例由85%变更为95% 

DRB PTE 2019.01-2019.05 2018.01-2018.12 注销 

金达威体育 2019.01-2019.06 2018.01-2018.12 股权转让 

金达威上海 2019.01-2019.12 无 新设 

艾贺博上海 2019.01-2019.12 无 新设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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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80.0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7,042.99 至 23,597.98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109.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维生素及辅酶 Q10 原料产品价格上涨，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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