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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3                  证券简称：天地数码          公告编号：2019-029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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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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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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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8,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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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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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数码 股票代码 3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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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华 齐玲玲 

办公地址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 号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 号 

传真 0571-86358909 0571-86358909 

电话 0571-86358910 0571-86358910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odaytec.com.cn securities@todayte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以“Barcoding the World（条码联世界）”为发展愿景，是专业从事热转印碳带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从研发应用于传真机的碳带起步，不断探索热转印碳带的新配方、新工艺和新材质，持续拓展产品种类和应用

领域，是国内率先研发出条码打印热转印碳带的企业之一，公司产品包括条码碳带、打码碳带、传真碳带等。公司在热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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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技术，迄今已发展成为热转印碳带产品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和竞争优势。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目前的碳带产品线齐全，热转印碳带包括条码碳带、传真碳带、打码碳带等，条码碳带也包括蜡基碳带、混合基碳

带和树脂基碳带，基本涵盖了全部碳带产品。热转印碳带因具有耐高温、抗污渍、耐热、耐摩擦、耐腐蚀等性能，打印字符

质量高，碳带使用寿命长，而且克服了喷墨洇纸、易溶于水等缺陷，能够适应严苛的工业打印环境，并能满足工业领域对长

时间连续打印的要求。 

热转印碳带作为条码/标签打印机的最主要耗材，从而应用于自动识别领域。目前最常见的条码包括了一维条码和二维

条码。条码技术具有输入速度快、准确度高、成本低、可靠性强等优点，在当今的自动识别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广泛应

用于制造业、零售业、物流业等各行各业。 

热转印碳带产品下游应用行业广泛，几乎遍布日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每个角落，例如，电子工业和制造业部件打码；

物流领域标签；食、药品质量追溯标签；库存管理标签、通用票据、纸质车票等，行业客户市场领域覆盖面广、需求层次多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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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05,566,055.34 376,740,524.87 7.65% 339,359,64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37,984.42 44,518,614.40 -28.48% 41,433,66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163,134.79 41,847,472.06 -25.53% 41,176,87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22,887.96 35,782,805.13 -61.09% 68,186,98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0 0.91 -41.76%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0 0.91 -41.76% 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5% 30.92% -20.67% 36.3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81,766,151.83 317,773,340.76 51.61% 283,939,14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4,894,943.23 161,863,681.71 137.79% 130,190,2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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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28,871.88 107,488,278.82 88,605,946.67 116,742,95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1,678.26 9,337,840.19 5,500,611.51 7,457,85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7,175.11 9,855,635.67 4,967,756.89 6,992,56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2,607.52 -10,798,319.66 -8,766,292.65 28,434,8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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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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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琼 境内自然人 15.29% 10,008,467 10,008,467 质押 1,676,700 

潘浦敦 境内自然人 14.60% 9,551,222 9,551,222   

刘建海 境内自然人 12.36% 8,088,467 8,088,467   

严金章 境内自然人 9.90% 6,480,003 6,480,003   

升华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1% 4,655,120 4,655,120   

杭州金投智汇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 1,771,640 1,771,640   

杭州钱江中小

企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978,760 978,760   

枣一兵 境内自然人 1.47% 959,996 959,996   

谭望平 境内自然人 1.40% 916,800 916,800   

丁立新 境内自然人 1.26% 825,120 825,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韩琼、潘浦敦、刘建海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确认三人对公司构成共同控

制关系，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另外，公司股东杭州金投智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均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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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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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热转印碳带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供给侧改革

带来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导致公司原材料成本上升。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创新、

细化成本控制手段、加强新品研发力度等系列举措，实现了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566,055.3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837,984.4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48%。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持续研发高端产品和技术 

公司自设立以来就一直重视研发，研发中心已运营十余年，拥有大量的技术配方和工艺成果，研发重点以热转印碳带更

加绿色环保、更加普遍适用和更具专业用途为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研发体系的建设，遵循市场需求和发展规律，建立

基础技术研究、工艺水平优化、配方性能改良和创新、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和前沿技术储备均衡发展的研发体系。 

（二）生产和质量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扩大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改变目前高端产品产能不足的现状，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

时，通过持续研发，在提高产能的同时，继续优化现有产品，通过改善和改良工艺技术水平和配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

成本。同时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三）全球本地化战略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全球本地化战略，进一步深化全球营销渠道建设，公司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提供快速交付、定

制服务等，在全球本地化过程中努力实现当地销售偏平化，减少流通成本，进而进一步掌握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销售渠道

资源，在主要经济体当地与国际一流企业展开产品性能、服务品质等方面的竞争，最终提升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四）制度建设和信息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决策水平，降低经营风险，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同时

根据公司规模和业务发展的情况，优化公司架构，完善管理制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打造数字化办公、

数字化销售、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的内外部环境，依靠精细化管理和全球协同管理，推动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五）人力资源发展及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规范人力资源制度，使公司制度更人性化、合理化，构建合理的薪酬制度、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

提高核心员工的稳定性，同时以内部人才培养、提拔和外部人才引进相结合，配置适度宽松的中层管理团队岗位，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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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和全球布局预留管理人员空间，并优化内部激励机制和薪酬结构，保持中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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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转印色带 396,718,623.05 273,963,532.18 30.94% 6.15% 15.59%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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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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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数据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2,705,198.99 

应收账款 62,705,198.99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326,000.58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326,000.58 

固定资产 131,945,920.82 
固定资产 131,945,920.82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908,403.13 
在建工程 908,403.1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9,541,684.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7,444,7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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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27,903,053.34 

应付利息 232,692.47 

其他应付款 624,478.09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91,785.62 

管理费用 31,310,619.18 
管理费用 20,728,717.82 

研发费用 10,581,901.3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27,782,081.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630,176.6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81,552,205.2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9,704,110.22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848,095.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

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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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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