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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2019-23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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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小天鹅 A、小天鹅 B 股票代码 000418、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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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斯秀  

办公地址 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 18 号  

传真 0510-83720879  

电话 0510-81082320  

电子信箱 ir@littlesw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家用洗衣机和干衣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滚筒洗衣机、

波轮洗衣机和干衣机。公司是中国最早经营洗衣机业务的公司，1978年，中国第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即在本

公司问世。干衣机是公司近年重点发展的新业务。公司目前是全球极少数全品类洗衣机和干衣机制造商之

一。 

公司非常注重研发资源的持续投入，公司研发团队超过900人。公司拥有完善的技术研发体系，拥有

一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两个国家认定实验室，公司实验室还在全国洗衣机行业首家通过UL北美安全认

证和德国VDE认证。公司目前在江苏省无锡市和安徽省合肥市有两大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超过1200亩，

年产能超过2400万台，拥有国内、国际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富有经验的制造团队。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和海

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销售，其中外销收入占比约为20%。公司内销采用“代理+直营”的营销模式，线

上和线下渠道同步发展。公司外销以OEM/ODM为主，同时注重对自有品牌的拓展。公司实行“美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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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双品牌战略，近几年来，“小天鹅”与“美的”品牌业务均保持较好较快增长。 

公司聚焦主业，围绕“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的战略主轴，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深化经营

转型，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升产品品质，推动全价值链卓越运营，经营效率明显改善，盈利能力不

断增强，是洗衣机行业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之一。根据奥维及海关数据统计，公司国内市场份额稳居行业

前列，出口量和出口额份额稳居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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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636,929,478.33 21,384,699,076.65 10.53% 16,334,914,50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2,458,658.29 1,506,412,505.22 23.64% 1,175,054,9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2,990,385.73 1,456,953,109.59 25.12% 1,162,942,49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4,892,821.13 2,015,753,818.30 30.22% 3,896,072,78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94 2.38 23.53% 1.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94 2.38 23.53% 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2% 23.12% 1.30% 21.1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3,561,899,125.85 21,338,421,243.67 10.42% 18,885,986,83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12,062,507.53 7,047,090,800.97 17.95% 5,983,847,8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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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1,940,933.68 5,244,997,352.37 5,359,920,386.18 6,220,070,80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022,240.89 391,024,805.53 445,019,926.40 515,391,68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1,731,839.62 390,059,222.75 427,541,808.27 503,657,51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655,859.29 -111,426,836.88 112,274,735.02 2,339,389,0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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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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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78% 238,948,117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 
境外法人 14.89% 94,204,9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61% 41,830,505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3.74% 23,664,125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2.59% 16,371,5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10,876,2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10,156,30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境外法人 1.28% 8,070,506    

无锡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1.21% 7,652,20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7,470,9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美的集团和 TITONI 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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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公司继续专注洗衣机和干衣机核心主业，紧紧围绕“产

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的战略主轴，聚焦产品效率，务实内生增长。报告期内，基于行业消费升

级趋势和公司持续发展需要，公司主动推动经营转型，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

中高端产品占比，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能力。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4亿元，同比增长1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亿元，同比增长23.6%，公司整体毛利率26.2%，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 

公司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产品结构优化和产品力提升带动的整体销量增长和均价提升。公司利润

的增长，得益于规模增长、效率提升及投资收益增加。公司推动全价值链卓越运营，整体运营效率显著改

善，同时因自有资金增多获得的投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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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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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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 21,692,952,459.61 2,460,967,201.57 28.16% 11.42% 20.1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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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变更详见《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附注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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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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洪波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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