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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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余卓平 因公务未能出席 严杰 

董事 张铭杰 因公务未能出席 董鑑华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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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公司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0,886,863.82 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89,444,234.11

元，加上母公司在本年度内实施现金分红后的剩余未分配利润 163,964,098.60 元，本年末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353,408,332.71元。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母公司法定盈余公积 18,944,423.41

元后，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34,463,909.30 元。 

本年度拟以 2018年末股份总数 866,310,6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29,946,598.25元（含税），剩余 204,517,311.05 元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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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立股份 600619 冰箱压缩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立B股 900910 冰箱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敏 杨海华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

桥路888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桥

路888号 



电话 021-58547777、58547618 021-58547777、58547618 

电子信箱 luomin@highly.cc yanghh@highly.cc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从事制冷转子式压缩机、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和制冷电机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转子式压缩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现代制造

技术中心、以及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能够生产各种冷媒、不同电压和

频率的 9大系列 1,000 多个高效节能机种，是目前转子式压缩机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实施国际

化产业布局，近年已在上海、南昌、绵阳、印度 4 地建立了 5 个世界级绿色工厂，并在中国、欧

洲、印度、日本、美国等地设立了 7个技术服务中心。 

公司的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为世界领先的驱动、泵体、电机一体化产品，在节能环保、舒适

性、可靠性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打破了外资品牌的垄断，占据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全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电机专业供应商，拥有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浙江

省微特电机节能降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

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分别在杭州、眉山建立了可生产多品种制冷压缩机电机的生产基地，产

销规模在制冷压缩机电机行业排名前列。 

（二）经营模式情况 

作为关键零部件，压缩机及电机均为中间产品，公司采取“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

提供优质产品，满足顾客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研发方面，公司在针对顾客个性化需求进行设计

开发的同时，把准行业技术趋势，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推出更新换代乃至全新产品，引导顾

客需求。生产方面，公司的产品生产具有多品种、大规模等特点，而主要原材料铜、钢等近年价

格波动大，存货成本高且管理风险较难，因此，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

销售方面，作为中间产品供应商，公司依托国际化的产业布局，主要采取“直销”模式为全球顾

客提供产品和服务。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 

（1）压缩机行业情况：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全球空调及压缩机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由于与空调消费密切相关的

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前几年高增长带来消费透支等，2018年行业增速放缓，短期可能小幅波动



调整。中长期看，中国的家用空调及压缩机行业仍具发展空间，且迎来消费升级和产品升级机遇，

产品在向高效、变频、舒适健康及智能化方向发展；而随着节能减排、大数据及移动通讯技术快

速发展以及人们对舒适生活的追求，转子式压缩机在非家用空调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由于自配

套力度加大，挤压非自配套市场空间，以及主要压缩机制造商产能扩张，压缩机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 

根据产业在线统计及海立调查综合分析数据，2018年中国转子式压缩机行业销量 1.86亿台，

较 2017年同比增长 4.11%。其中：自配套销量占行业销量比例达到 62.57%，非自配套销量占行业

销量比例已下降到 37.43%。2018 年，海立转子式压缩机销量 2,304 万台，占据中国压缩机行业

12.41%份额；在非自配套市场，海立压缩机以 30.40%份额保持领先。 

随着节能减排压力、智能化、舒适性追求，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车用电动压缩机需求

快速增长。车用电动压缩机和传统车用压缩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产品结构，技术难度要

高于传统车用压缩机，其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高效稀土直流无刷电机、高精度涡盘曲面数控加

工技术、180°矢量驱动技术，高效、轻量一体集成结构。由于技术难度大等原因，最早全球仅日

本电装、日本三电、中国海立、奥特佳少数几家制造商具备相关成熟产品技术和批量供应能力。

近年，受市场潜力巨大吸引，众多新进入者涌入，行业竞争开始加剧。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127万辆。以此测算，海立车用电

动涡旋压缩机 2018年销量 10.06万台，占全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 7.92%。 

（2）电机行业情况： 

随着冰箱及空调行业整体规模扩大、国家对家电产品能效指标的不断提高、以及竞争加剧，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速度加快，对性能、成本、质量、交货期等要求也越来越高，客观上要

求整机、压缩机以及压缩机电机在产能、技术、工艺和管理水平上不断提升。但压缩机制造商改

造或新建电机生产线投入较大，且相对于专业电机生产企业在技术、成本上不具有优势。而国内

一批具有很强实力的专业化的压缩机电机供应商，在电机规模、产品研发、集中采购、工艺技术、

制造成本、质量控制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完全可以满足压缩机制造商对电机的各种要求，尤其是

电机专业制造商的生产设备，可为多个客户服务，不但可避免压缩机制造商分别投资的浪费，而

且产能发挥充分从而降低成本。因此，近年来，冰箱及空调压缩机行业内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深化，

压缩机行业电机外购比例进一步加大。2018年，海立电机产业杭州富生实现冰箱及空调压缩机电

机等销售 2,856万台，保持压缩机电机专业制造商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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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335,310,829.93 13,640,085,976.60 13,640,085,976.60 5.10 11,684,041,900.47 

营业收入 11,708,311,339.47 10,446,775,442.05 10,446,775,442.05 12.08 7,383,730,555.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0,886,863.82 281,230,857.96 281,230,857.96 10.55 176,163,603.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9,166,283.87 236,347,618.12 236,347,618.12 26.58 94,768,080.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64,490,584.94 4,180,168,864.09 4,180,168,864.09 4.41 3,991,847,229.5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05,389,967.85 789,949,679.15 770,191,679.15 65.25 869,854,220.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 0.32 0.32 12.50 0.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29 6.87 6.87 增加0.42

个百分点 

4.48 

 

说明：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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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公司调整了2017年比较财务报表，调增“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2017年金额19,758,000.00元；调减“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7

年金额19,758,000.00元，故“主要会计数据”表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披

露数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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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6,833,506.91 3,406,462,085.35 2,665,046,063.48 2,059,969,68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9,511,518.02 68,665,365.71 32,534,882.83 110,175,09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91,475,479.33 63,854,233.11 33,766,536.23 110,070,03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4,690,871.77 428,991,127.74 -31,012,135.63 1,402,101,8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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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30（其中：B股 24,3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466（其中：B股 2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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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36,571,614 211,700,534 24.44 0 无   国家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6,907,543 90,223,164 10.41 0 无   国有法人 

杭州富生控股有限公司 -17,743,313 70,485,572 8.14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6,657,769 28,855,796 3.33 0 未知   其他 

葛明 -6,043,597 27,220,293 3.1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23,818,380 23,848,460 2.75 0 未知   其他 

蒋根青 86,300 7,148,902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香港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6,490,586 6,490,586 0.75 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0 4,245,002 0.49 0 未知   国有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601,240 4,007,450 0.46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通过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持有海立 B 股 

27,407,225 股，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杭州富生控股有限公司与葛明为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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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与空调消费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前几年高增长带来消费透支等，2018年公

司空调压缩机产业所处的空调行业增速放缓。根据产业在线统计及海立调查综合分析数据，全年

中国空调压缩机产量 1.88亿台，同比增长 4.83%；销量 1.86亿台，同比增长 4.11%。 

报告期内，公司制冷压缩机主业进一步贯彻落实“成为旋转式压缩机市场领导者”的战略定

位，加强与客户的战略合作，积极拓展海外市场。2018年实现空调压缩机销售 2,304万台，同比

增长 3.1%。在非自配套市场份额占比 30.4%，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电机业务、铸件业务紧跟空调及空调压缩机行业的发展节奏，在技术、工艺和管理等方

面持续改善，并进一步发挥与公司空调压缩机业务的协同互动，报告期内电机实现销售 2,856 万

台，保持压缩机电机专业制造商行业领先；铸件实现销量 9.5万吨，同比增长 17.2%。  

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则在相关政府补贴政策退坡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实现销售 10.06 万台，

同比增长 20.8%；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统计，2018年中国新能源客车产量 10.19 万台，海

立在新能源客车市场份额占比 37.4%，提升了 7.6个百分点，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170,831万元，同比增长 12.0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089万元，同比增长 10.5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9,917万元,同比增长 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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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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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

应调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月 1日 

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计入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账款 -1,944,294,989.12 -1,909,157,010.20 

应收票据 -2,842,115,012.91 -1,973,164,573.6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86,410,002.03 3,882,321,583.85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计入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2,871,490,944.51 -1,767,793,027.65 

应付票据 -1,975,132,966.08 -1,897,858,290.8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846,623,910.59 3,665,651,318.51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合并计

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应付利息 -41,611,856.85 -41,504,247.32 

应付股利 -2,514,706.41 -2,183,594.71 

其他应付款 44,126,563.26 43,687,842.03 

 

（2）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年度影响金额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

研发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 389,229,848.87 

管理费用 -389,229,848.87 

将原计入财务费用项目的委托贷款利息收入重

分类至投资收益项目 

财务费用 0.00 

投资收益 0.00 

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项目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手续费返还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营业外收入 614,600.00 

其他收益 -614,600.00 

 

（3）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本公司将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从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重分类至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7年度影响金额为 19,75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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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鑑华 

2019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