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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19-019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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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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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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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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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和电气 股票代码 0025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宇凡 李小霞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 13 号 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 13 号 

电话 0757-28382828 0757-28382828 

电子信箱 vw@vanward.com vw@vanwar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于以燃气热水器为核心的燃气具业务的发展，并以燃气灶具为基础，向高度相关的吸油烟机、

消毒柜、集成灶以及净水机等厨电产品领域进行多元化延伸；公司致力于节能环保型产品的开发，是中国燃气具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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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者，并已成为多能源集成热水系统领域的先行者；公司正从原来单一的生活热水产品发展到集生活热水、采暖热水、制

冷、烘干以及余热回水等多用途产品。 

自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显著变化。 

2、经营模式 

我国厨卫电器行业经营模式有自有品牌运营商、原始设计制造商与原始设备制造商以上三种模式，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

制造和营销能力，集三种模式于一体，可根据国内外用户需求进行快速响应，提供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持续创新推出高品质产

品。同时，公司在“万和”、“梅赛思”品牌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化及国际化发展趋势，深化战略转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打开了未来持续成长的市场空间。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3.1渠道变革持续下沉，传统渠道和电商渠道联动发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消费需求逐步向一二线城市看齐，公司持续推进渠道

的全面升级，巩固一二线市场，同时积极下沉渠道，深度拓展三四线市场，实现线上销售和展示，线上线下渠道的互补和融

合，并大力发展工程集采等新兴渠道，全面拓展渠道的广度与深度，对线上线下渠道实现全覆盖，助力公司进一步抢占市场。

报告期内，传统渠道销售额为人民币26.11亿元，同比增长20.26%；电子商务渠道销售额为人民币11.08亿元，同比增长23.29%。 

3.2持续巩固燃热第一品牌地位，燃气热水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9.08% 

在能源结构性改革的“十三五”规划下，我国天然气管网建设正加速向县级乃至乡镇延伸，刺激了多个省份燃气热水器的

销量增长。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品牌消费意识不断提升，公司充分发挥燃气热水器具有的环保、节能、

高效的优势，自主研发并推出了变频云智能零冷水燃气热水器L8、零冷水智能恒温强排式燃气热水器L6、智适应G系列变频

恒温燃气热水器等受业界及市场认可的智能高端燃气热水器新品，“万和”品牌燃气热水器已经连续十五年综合市场占有率位

列行业第一。 

3.3双轮驱动，烟机销售额同比增长51.92% 

公司积极推动烟机产品和终端门店的升级，通过持续的渠道下沉，将销售网点延伸至乡镇和农村市场，提升品牌在消费

者心目中的品牌价值和口碑传播，寻求进一步的增量市场进而改善盈利空间，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成效。 

3.4涉足厨电新品类产品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推进、消费者消费理念升级，尚未饱和的市场以及不断涌入的新品类推动行业

持续增长，极大地拓展了厨电品类的外延，也蕴含着诸多新的市场机会。公司凭借在研发、生产、渠道和品牌等方面的深厚

积淀，已陆续进入净水器、电烤箱、洗碗机、集成灶等厨电新品类产品领域，基于厨电整体解决方案打开了下一步市场成长

空间。 

4、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所处行业地位 

4.1 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所属行业为厨卫电器行业。厨卫电器行业总体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在众多涉足厨卫电器

生产的企业中，三大类型的企业——专业厨卫电器企业、综合性家电企业和外资厨卫品牌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经过多年的深度开发，一二线城市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伴随着城镇化战略、特色小镇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政策引

导，我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需求正在迎来爆发增长期，厨电行业的新增市场重心也将随之朝着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镇市场倾斜。

在2018年度传统厨电销售下滑的形势下，公司通过持续推动产品、品类以及渠道升级，从厨电行业中逆势而升，业绩保持稳

健的增长态势。 

4.2 所处行业地位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2019（第二十七届）中国市场商品销售统计结果数据表明，“万和”

燃气热水器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继续蝉联第一位，是万和在燃气热水器品类中连续十五年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万和”

燃气热水器亦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消费品市场高质量发展优选品牌”。公司是工信部公布的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燃气灶、吸油烟机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处于行业前列，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炉具的出口量连续多年在行业同类产品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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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前茅。 

2018年，公司陆续斩获“中国燃气具行业十强企业”、“中国燃气热水器十强企业”、“中国燃气灶具十强企业”、“中国燃

气壁挂炉十强企业”、“2018中国热水器行业先锋品牌”、“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2018中国品牌价值”轻工行业前30强等殊

荣；2018年6月，公司以152.81亿的品牌价值荣登燃气具行业榜单，连续九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18年12月，在

2018年全国品牌两会上，公司再次以161.19亿元的品牌价值上榜第十二届“中国品牌价值500强”，同时还上榜燃气热水器、

燃气壁挂炉和集成热水器三大品类的行业标志性品牌。 

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及国家扶持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指引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来到万和视察，这

是对公司极大的鼓舞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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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3,881,265.18 6,531,948,411.85 5.85% 4,959,512,14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921,998.86 413,400,528.25 18.27% 431,167,70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823,650.84 363,707,381.25 19.83% 406,830,59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169,198.34 873,145,065.00 -88.30% 883,985,85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0.72 18.06% 0.9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72 18.06% 0.9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3% 13.02% 2.41%% 14.2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799,213,024.63 6,510,041,846.39 4.44% 5,090,434,6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84,846,888.80 3,015,736,103.98 8.92% 2,923,447,2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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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445,681.48 1,593,974,431.72 1,527,199,264.65 1,622,261,88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246,915.73 130,257,775.07 92,082,461.73 120,334,84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845,488.59 123,824,832.33 72,175,280.44 119,978,04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08,859.10 151,215,268.41 -42,653,195.56 -182,201,7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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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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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硕德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6% 169,650,000 0   

卢础其 境内自然人 16.70% 95,537,520 0   

卢楚隆 境内自然人 9.19% 52,552,500 39,414,375   

广东万和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9% 49,140,000 0   

叶远璋 境内自然人 5.51% 31,531,500 23,648,625   

卢楚鹏 境内自然人 5.51% 31,531,500 23,648,625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9% 11,377,622 0   

李翠媚 境内自然人 1.69% 9,650,337 0   

陈锦恩 境内自然人 1.56% 8,946,467 0   

梁丽玉 境内自然人 1.46% 8,337,9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广东万和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股东卢础其、卢楚隆和

卢楚鹏三人为兄弟关系，同时为一致行动人，三人为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他们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李翠媚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9,650,337 股；自然人股东陈锦恩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股票 8,946,467 股；自然人股东梁丽玉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8,337,9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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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公司顺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召，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全体员工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的精神，全力开展各项工作，推动渠道变革和内部控制管理，保持公司业

绩稳健增长的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13,881,265.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5%；营业利润595,190,236.2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9%；利润总额595,308,385.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8,921,9

98.8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7%。 

1、国内营销方面的建设情况 

1.1渠道平台加速拓展，为业绩稳定增长加持 

1.1.1渠道布局多样化布局 

报告期内，线下渠道共完成3,287个网点开拓，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线下销售网点超15,000个。公司继续加大体验型门店

的拓展，通过国美、苏宁、五星、地主商场/商超/百货等，完成1,162个可控型终端进店；同时全面赋能三级到六级市场渠道

网点，通过连锁乡镇通/云店/社区店、专卖店、建材橱柜店、电器专营店等，完成2,125个网点建设；社群营销方面，万和官

方商城店铺数量达1,553家；市场覆盖率方面，一级市场覆盖率稳定在100%，二级市场覆盖率超过98%，三级到六级市场覆

盖率增长明显。目前已经形成行业内的专业品牌中，渠道业态最丰富、网点数量最多、覆盖率最广、布局最全面的渠道形态。 

1.1.2顺应房地产精装修的住房制度改革，深度融合家装生态圈 

家装渠道是消费者装修环节的前端，因此在装修环节的前端获取消费者至关重要。集采工程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签约年度战略采购合作的地产单位达20家，如恒大地产集团、万科、绿地集团、万达集团、新城控股、中南集团、中粮地产、

禹洲地产、海伦堡地产、鸿坤、珠江实业、阳光100等。公司将顺应房地产精装修的住房制度改革，深度融合家装生态圈，

坚定不移打造生态产品线核心竞争力，持续坚持技术创新，着力打造高舒适性产品，契合移动互联新生活，不断满足建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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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配套。报告期内，集采工程渠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2.58%。 

1.2首次尝试娱乐IP、体育IP等营销合作，加速品牌建设 

2018年开年首次尝试卫视综艺IP营销合作，牵手湖南卫视王牌节目《歌手2018》，以身份软性权益植入和硬广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大密度的品牌曝光，外围配合大型落地营销活动的开展和自媒体的大量宣传，使得品牌影响力及年轻用户的渗透力

上得到了很大提升；通过冠名抖音当红组合“连音社”、赞助世界杯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终端促销等线上线下手段实现了IP利

用最大化；大篷车巡展活动历时8个月、行程2.6万公里、跨越31个城市，进行31个周末的成功巡展，实现了零的突破，为总

部及区域带来全新的品牌推广模式，提升了团队对此类活动的组织协调能力；第五届1212陪伴日，通过“中国式陪伴”传播视

频的宣传发酵以及30余家品牌蓝V联盟的努力，话题阅读量破亿，近10万人参与转发评论，互动数据创下新高。 

1.3借助云服务平台，构建快速响应的售后服务体系 

“基于云服务平台的高品质客户服务能力”是实现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公司通过秉承“细致无忧”的服务理念、全环节零

缺陷的质量意识，同时重点围绕客户价值链，对客户进行细分，建立了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借助云服务平台，通过全面覆盖

的服务网络布局，快速响应的售后服务体系，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确保顾客投诉和期望能得到及时、

高效的响应和解决，从而提高客户的整体满意度。公司将继续重视两化融合管理工作的推进和发展，将信息化运用于企业生

产管理全过程，将信息化与企业的研发、制造、销售、管理、服务等各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力求通过两化融合支撑公司战略

的落地，实现有效管理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2、国际营销方面的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挥与核心客户的战略性合作优势，产品出口重点聚焦在俄罗斯、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海外新兴

市场；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纵深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新兴市场；把握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的重大契

机和三龙湾“都市核、产业核、创新核”三个区域战略规划的发展辐射，持续加强外销产品平台企划能力，拓宽产品线、提升

产品力与综合成本竞争优势；针对自身业务优势先后在泰国、阿塞拜疆等地建立销售体系，并在美国、俄罗斯设立全资孙公

司，上述一系列的开拓市场举措可为公司发掘新的海外业绩增长点，从而使得公司出口贸易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不会过度依

赖个别地区的出口贸易，有利于公司尽快实现全球化经营，减少对外贸易风险。 

报告期内，欧洲低氮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意大利知名品牌阿里斯顿达成合作并顺利发货，此项目的顺利落地代表着

燃热技术驱动策略实施的阶段性胜利，借此平台，后续将继续拓展客户，拉动高端产品的销售，优化市场结构，改善整体经

营质量。 

3、产品与技术研发方面的情况 

3.1 继续巩固“专利大户”的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327件，新增授权专利231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有效专利总数为1,439件，其中发明

专利133件。2018年1月，公司再度摘得“2017年度佛山十大专利企业富豪榜”，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荣登

“2017年度佛山十大专利新秀榜”。 

3.2 产学研有效结合 

报告期内，公司与高校研究所紧密联系，积极推动烟机自清洁项目、燃气热水器用燃烧器项目、智能温度传感器项目、

健康浴燃气热水器等一系列产学研项目，加大实现公司与政府、高校、企业的有效结合，提高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产学研项目2项，分别为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项目、三维变空间高效传热技术项目。 

3.3积极推进前沿智能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已研发共享热水器技术、智能音箱控制技术、双云对接技术、2G通讯与基站定位技术、蓝牙通讯技术、

电控板自动测试技术、云盾技术（CO/CH4报警器与热水器联动）等7项智能技术；另外，“直驱热循环恒温燃气热水器”科技

项目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大风量风道压力自适应技术吸油烟机”获得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佛山市高新技术进步奖三等奖，“预防干烧传感控火及智能技术在燃气灶的开发与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技术成果鉴定，项目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断重新定义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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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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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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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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对2017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列报进行重新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元） 

根据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

行重新列报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40,600,113.27 

应收票据 -715,176,856.15 

应收账款 -625,423,257.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4,205,444.77 

应付票据 -445,218,320.61 

应付账款 -1,338,987,124.16 

其他应付款 132,916.67 

应付利息 -132,916.67 

管理费用 -55,617,328.76 

研发费用 55,617,3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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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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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设1家子公司情况： 

广东万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王康平投资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200万元持股60%，成立日期2018年2月12日，法定代表人卢宇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606MA51C27E7G。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远璋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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