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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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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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颖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工作

被委托人姓名
祁怀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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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81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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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家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3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志雄

张楚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

传真

0757-22321237

0757-22321237

电话

0757-22321218

0757-22321232

电子信箱

huangzx@gdwanjiale.com

4953345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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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和高新技术为导向，努力发展输配电设备产业，并向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
管理、金融服务业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构建聚集品牌效应、凝合技术优势、集成优质资产，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金融服
务为平台，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产业格局。
公司控股孙公司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经营智能化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种类型的干式变压器、预装式变电站、组合
式变压器、中低压开关柜、干式电抗器等高品质的电气设备，同时经营自产机电产品、机电安装服务、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是由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与法国施耐德电气共同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目前已成为享誉全球的输配电设备供应商，
中国干式变压器行业翘楚。近年顺特设备致力于环保设计、能源节约，重视产品的优化设计，降低损耗，减少资源浪费。产
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水利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火力发电站、光伏能源发电站、工矿企业、商业民用
建筑配电站、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等电力和配电系统。
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起持有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60%股权，籍此进入大宗商品贸易及供应链管理业务。浙江翰
晟是一家从事大宗商品贸易和供应链管理服务相结合的企业，主营石油化工、能源化工、农产品、金属等大宗商品贸易和围
绕大宗商品贸易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浙江翰晟通过在大宗商品行业深耕细作，积累了良好的客户结构与基础，整体贸易量呈
现快速扩张。其业务启始于大宗化工品贸易，着眼于能源、农产品、金属大宗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优秀的大宗商品综合服
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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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8,266,947,606.46

4,338,469,730.61

90.55%

4,130,364,23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74,876.72

226,657,894.04

-82.72%

123,795,07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68,471.02

5,041,869.64

188.95%

91,645,006.93

-144,759,278.38

261,643,972.91

-155.33%

502,865,78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33

-81.82%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33

-81.82%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15.26%

-12.81%

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4,365,844,115.92

3,258,861,293.02

33.97%

4,165,288,87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4,022,694.99

1,580,336,780.01

0.23%

1,372,197,742.6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98,666,480.45

1,904,384,986.63

2,554,272,906.12

3,509,623,233.26

3,491,610.12

20,643,998.53

-154,724.65

15,193,9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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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9,987.26

9,632,196.79

-1,100,630.77

3,126,917.74

-12,854,847.44

-101,573,915.91

-215,993,565.26

185,663,0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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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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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8,95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9,00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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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蕙富博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
伙）
人

17.37%

120,000,000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达实业发展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公司
人

13.13%

90,715,959

7.89%

54,472,10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聚宝盆 20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其他
托计划

3.38%

23,362,80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 3 号单
其他
一资金信托

3.03%

20,963,271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 575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其他
信托

2.60%

17,963,722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中国民生信
托·至信 254 号歆玥 1 号证券投资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1.95%

13,491,631

温洪标

境内自然人

1.72%

11,913,917

#东莞市雁田晟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

10,861,269

1.53%

10,594,600

张明园

境内自然人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
其他
托·汇金 20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43,580,000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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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形成的深层次问题仍是威胁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达
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推高利率来收缩流动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逆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
加剧。而中国经济处在调速换挡期，结构调整不断深化，金融政策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供给收缩导致
了价格大涨，虽然国内整体经济形势稳中向好，但也应看到通胀压力大、融资成本上升、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等问题仍然存在。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在聚焦输配电设备业务的同
时，积极开拓投资大宗商品贸易及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业务，持续推进上市公司业务优化，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通过以管理创新为手段、成本费用管控为抓手，积极开拓市场，继续深化业务、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转型升级，各项
经营管理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公司去年同期完成厨卫电器相关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取得较大一次性投资收益；剔除上述非经常性收益，公司经营
业绩同比有所增长。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66亿元，同比增长90.55%；实现营业利润9,415万元，同比减少67.3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17万元，同比减少82.72%，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1,457万元，同比增长188.95%。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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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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压器系列产品 1,376,227,316.64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972,815,329.82

29.31%

-9.43%

-2.81%

-4.82%

大宗贸易及供应
6,886,517,962.64 6,858,829,448.89
链服务系列产品

0.40%

100.00%

100.0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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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66亿元，同比增长90.55%；实现营业利润8,763万元，同比减少69.59%；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24万元，同比减少84.01%，主要原因是公司去年同期完成厨卫电器相关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取
得较大一次性投资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10万元，同比增长199.53%。经
营业绩同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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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26日，财政部发布了《商品期货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5]18号），自2016年1月1日开始执
行。按该规定，公司可以选择执行此规定，也可以继续执行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由于公司操作的期货
业务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现货业务价格波动的风险，体现套期保值作用，为了更加合理体现公司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业务对
于风险管理的作用，使公司的商品价格风险管理活动能够恰当地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商品期货
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5]18号）。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因为是2017年新发生的业务，所以对以前期间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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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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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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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公司出售了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6年12月27日完成。
万家乐燃气具及其子公司（包括：广东万家乐厨房科技有限公司、万家乐热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万家乐空气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万家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万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自2017年1月1日起，万家乐燃气具及其子公司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也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2、报告期，公司通过货币资金购买和增资的方式取得浙江翰晟6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7年3月17日完成。
浙江翰晟及其子公司（包括：舟山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辉翰贸易有限公司、深圳翰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舟山千晟
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昱晟实业有限公司、香港弘康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自2017
年4月1日起，浙江翰晟及其子公司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环
二0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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