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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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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3.50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8,565.12万股，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64,977,920.00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滚存至下一年度。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朗迪集团 6037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海波 徐超儿 

办公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朗马路188号 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朗马路188号 

电话 0574－62193001 0574－62193001 

电子信箱 ldzd@langdi.com ldzd@langd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为进一步明晰公司发展战略，精准强化内部业务管



控，根据公司 2019 年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公司将主业按不同业务领域分为家用空调风叶、机械

风机、复合材料三个板块。家用空调风叶主要应用于家用空调；机械风机主要应用于家用与商用

中央空调、地铁与隧道通风、住宅与公共等建筑通风、通讯机柜、空气净化与新风系统、空压机

等；复合材料主要应用于高端电子、家电产品、汽车轻量化产品。 

（二）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采购、生产、销售等运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大宗采购和零星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大宗材料由集团统一采购，其他材料及零

星采购均由各子公司自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模式，同时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预先生产部分旺季销售的产成品。 

3.销售模式 

公司对客户主要采取直接销售的模式。 

（三）行业状况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颁布《制冷空调行业“十三五”规划》，制冷空调行业在“十三五”期

间及未来仍要朝着节能、环保、安全和智能等方向发展，提高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水平，加快技

术创新的市场化、标准化、专利化速度等，全面提升产品的品质。 

空调风叶是空调的关键零部件，是空调送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空调行业的发展密切相

关，空调风叶是伴随着空调整机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发展轨迹与空调行业发展轨迹基本一致，

空调风叶行业也经历了从无序竞争到规模化生产的过程，行业集中度与空调行业一样逐步提高。

随着空调市场的逐年增长，空调风叶风机行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城镇化持续拉动空调需

求的增长，一户多机、棚户区改造带来稳定的空调需求，农村居民空调的快速普及和国外新兴市

场出口需求等因素，空调行业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2019 年受宏观经济及中美贸易战等叠加

因素影响，家用空调行业销售增长趋缓。 

机械风机广泛应用于家用与商用中央空调、地铁与隧道通风、住宅与公共等建筑通风、通讯

机柜、空气净化与新风系统等。根据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预测，2020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 2000 亿元。而风机作为商用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伴随空调整机市场增长而增长。此外随

着空气质量下降影响及国内环境意识的增强，绿色建筑的推广，地铁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

力投入以及数据中心、冷链物流产业稳定快速发展，带动了空气净化器用风机、洁净室用风机、



建筑通风机、轨道交通通风设备、电子通讯设备通风冷却风机、商业制冷通风机采购量增加，在

国家万亿规模“新基建”项目启动下，这也为各大风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复合材料应用范围广阔，涵盖汽车、家电、电子电气等行业。轻量化和环保化是当前汽车材

料发展的主要方向，改性塑料、复合材料等在汽车上的运用也从传统的装饰部件扩展到功能部件。

目前中国已成为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大国，塑料凭借其质量轻、强度高、电绝缘性能优异、化学

稳定性能优良等特性，已成为家电行业仅次于钢材的第二大类原材料，也是家电行业中应用量增

长速度最快的原材料，未来随着家电、汽车行业增长，改性塑料、复合材料需求也将随之增长。 

公司专注于风叶风机的研发、生产，延伸拓展了复合材料，产品线丰富，核心客户覆盖格力、

美的、海尔、海信、长虹、TCL、奥克斯、LG、三菱、大金、松下、三星、英格索兰、特灵、开利、

远大、天加、英维克等。公司生产基地布局合理，管理模式可复制性强，能为客户快速实现提供

近距离服务，市场份额稳定。目前公司已拥有 5 家高新技术企业，2 个省级企业技术研究中心，2

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参与并主起草行业标准 2 项；已授权专利共 334 项，其中发明专利 4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77 项，外观专利 11 项。此外公司还被认定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名牌

产品、浙江省知名商号、浙江省信用示范企业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34,592,670.21 1,409,934,154.70 15.93 1,279,643,152.92 

营业收入 1,593,047,741.75 1,569,801,349.75 1.48 1,307,748,95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526,617.86 111,495,862.20 -5.35 113,379,5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356,545.73 101,790,402.03 -2.39 96,831,38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5,427,644.55 881,676,765.67 4.96 817,540,90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670,038.05 14,186,828.48 581.41 -15,966,873.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60 -5.00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60 -5.00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91 13.25 

减少1.34个

百分点 
14.5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81,046,337.28 455,975,038.62 380,512,401.15 375,513,96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983,831.16 35,578,009.21 23,221,789.61 19,742,98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4,713,498.38 34,608,184.65 25,628,504.02 14,406,35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357,902.63 61,879,754.25 36,365,151.94 20,783,034.4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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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高炎康 29,268,960 102,441,360 55.18 0 质押 8,232,000 境内自然人 

李逢泉 4,464,120 16,310,920 8.7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赛球 1,697,540 6,001,140 3.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春 1,122,240 3,927,840 2.12 0 质押 2,632,000 境内自然人 

王成桃 1,818,233 2,744,010 1.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干玲娟 685,440 2,399,040 1.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高文铭 560,000 1,960,000 1.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增权 560,000 1,960,000 1.06 0 质押 1,248,760 境内自然人 

娄宏洁 615,300 615,3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新怀 112,000 392,0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海波 112,000 392,0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建平 112,000 392,0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鲁亚波 112,000 392,0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高炎康与干玲娟为夫妻，高文铭为高炎康与干玲娟之子。 

2.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公司所处行业市场需求

放缓、原材料价格宽幅变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公司管理层积极调整应对，

在聚焦主业的前提下加大研发力度，延伸行业宽度，拓展品线长度，梳理和清晰了家用空调风叶

板块、机械风机板块、复合材料板块战略发展思想，制定了三个板块协同发展的五年规划目标。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93,047,741.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526,617.86元，同比下降 5.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99,356,545.73 元，同比下降 2.39%，基本每股收益 0.57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 1,634,592,670.21元，较期初增长 15.93%，净资产 925,427,644.55 元，较期初增长

4.96%。 

（一）明确主营三大业务板块，聚焦主业协同发展 

公司在内部经营管理上持续优化集团管控模式，以三大板块业务为主线，加强对子公司日常

运营规范性管控和风险管控，持续强化内控管理体系，通过生产流程再造，信息化管理的应用，

实现企业内部的高效协同。 

（1）家用空调风叶板块持续推进浙江宁波、广东中山、四川绵阳、河南原阳、河北石家庄、

湖南益阳、湖北武汉、安徽含山、山东青岛等各生产基地“三精管理”对标，坚持市场导向，充

分利用技术优势、区位优势和产能优势，不断稳固市场份额。  

（2）机械风机板块通过优化调整内部生产布局规划，在宁波基地新增 2万平方米厂房，用于

通讯机柜(4G/5G)、空气净化与新风系统、散热风机、负压病房外转子风机(AC/EC)、无蜗壳风机、

轴流风机以及风机智能控制系统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重点推进产品智能化与自动化生产方案，

以快速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随着产品线的不断延伸与完善，新的客户群逐渐放量。 

（3）复合材料板块在四川德阳设立了新材料公司，以立足中西部，向东部辐射，高智能化生

产，差异化竞争优势为目标，加快拓展在高端电子、家电产品、汽车轻量化产品上的应用。 

（二）深化技术领先战略，加大研发投入 

（1）公司深化技术领先战略，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善品质，提升产品性能，持续保持产品

创新力和竞争力。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8,014.6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03%，同比增加 23.35%。

目前公司已累计取得专利共 334 项，其中家用空调风叶板块发明专利 4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5

项，外观专利 2项；机械风机板块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60项，外观专利 9项；复合材料



板块实用新型专利 32项。 

（2）公司通过对传统后向离心风叶结构、模具、生产工艺的创新研发，攻克了复杂曲面的叶

片制造技术难关，通过叶片单独气辅成型工艺实现成品减重，提升能效，消除紊流，减小噪音，

提高了空调使用的舒适度。该项目于 2019年通过宁波市科技项目验收。 

（3）公司 600W 以下风机已实现智能控制系统，并拥有自主定义通讯协议的控制系统，能与

多种结构形式的风轮组合匹配为风机模组，实现智能群控，可与用户设备形成双向信号反馈，实

现远程监控风机的运转状态，可同时实现近万台的风机运行群控，对用户实现恒风量、恒温度、

恒转速等不同设备的智能控制需求，实现智控新能效。 

（4）公司成立新材料研究中心，与四川大学、中新纤维应用技术研究院等签订了产学研战略

合作协议，并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及前瞻性研究，研发“LFT-G 长纤维增强材料”和“玄武岩纤

维增强材料”。 

（5）公司成立智能装备部，自主研发设计的 “超声波熔接一体技术在贯流风叶熔接中的应

用研究项目”已通过宁波市科技项目验收，该设备集光电、自动化、嵌入式软件设计、伺服编码

器测量位移技术为一体，通过上料自控、定位自控、纠错控制、长度自动检测等实现贯流风叶熔

接自动一体化智能生产。 

（三）外延高端精密制造领域，战略布局芯片行业 

公司以聚焦主业发展为战略核心，积极寻求与公司协同发展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的战

略合作机会，报告期内初步实现了在芯片行业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重要布局。 

（1）公司通过收购股权及增资方式持有甬矽（宁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94%股权，投资总

额为 11,260万元。甬矽电子成立于 2017年 11月，主要从事集成电路高端封装与测试业务。 

（2）公司通过认购英属开曼群岛公司 Ultimems, Inc 新增发股份方式间接持有台湾及至微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 5.8%的股份，投资金额为 150 万美元。及至微机电成立于 2014 年，已获得全球

超过 30 项微机电 (MEMS) 专利，主要核心技术应用于车用 PGU 高亮度激光投影模块、AnyBeam

激光微型投影仪以及微型激光投影模块在穿戴式 AR眼镜与视网膜扫描成像技术，目前处于产品研

发、市场应用初步验证的阶段。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宁波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朗迪公司）、广东朗迪格林特电器有限公

司（原名东莞市朗迪格林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朗迪公司）、中山市朗迪电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朗迪公司）、四川朗迪塑胶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朗迪公司）、武汉朗迪叶轮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朗迪公司）、河南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朗迪公司）、

石家庄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朗迪公司）、绵阳朗迪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绵阳朗迪公司）、安徽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朗迪公司）、宁波朗迪制冷部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朗迪制冷公司）、青岛朗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朗迪公司）、湖南朗

迪叶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朗迪公司）、宁波朗迪智能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迪机电

公司）、宁波朗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迪环境公司）和四川朗迪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新材料公司）等 15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之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