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3,481.0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71%；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35.40 万元，同比减少 2,262.87 万元，减幅 70.75%，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继续受去杠杆影响，电梯行业增速缓慢；制造业主要原材料价
格上涨，导致公司毛利下降。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利
润表、2018 年股东权益变动表、2018 年度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期初数及上年
同期数均已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对其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见附
件），为使各位董事能全面、详细地了解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现将 2018 年度财务决算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请审议。
一、简化的财务指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123,481.07

117,931.46

4.71%

利润总额

1,373.35

3,799.11

-63.85%

净利润

838.48

3,224.50

-74.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40

3,198.27

-70.75%

5,125.32

-3,402.76

250.62%

每股收益(元)

0.009

0.0307

-7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2.08%

-1.5%

资产负债率

42.48%

42.49%

-0.01%

1.74

1.79

-0.05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流动比率

二、分析说明
1、资产负债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37,537.92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26,437.23 万元，减幅 10.02%。其中：流动资产 146,504.45 万元，比上年末减
少 22,463.84 万元，减幅 13.29%。主要是沈阳远大新能源子公司往来款减少，
使得其他应收款减少 66.61%，其次是现金分红使得货币资金减少 31.33%；非流

动资产为 91,033.47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3,973.39 万元，减幅 4.18%，主要是
累计折旧增加，使得固定资产净值减少 9.31%。
负债总额为 100,898.75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1,268.08 万元，减幅 10.05%。
其中：流动负债 84,252.76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0,191.90 万元，减幅 10.79%，
主要是本期应付材料款和应付劳务款减少所致。非流动负债 16,645.99 万元，比
上年末减少 1,076.18 万元，减幅 6.07%，主要是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本期转回，使得递延收益减少 6.95%。
2、现金流量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为 14,755.48 万元，
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增加额为 5,125.32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减少额为 617.80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减少额为 19,561.77
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 298.77 万元。其中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同比去年减少 19,608.52 万元，主要是分配现金股利及合并远大新能
源支付收购价款所致。
3.盈利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481.0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71%；主
要是风力发电机收入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40 万元，
同比减少 2,262.87 万元，减幅 70.75%，主要是受整梯产品毛利率下降影响。
2018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0,055.76万元，主营业务成本89,566.40
万元，主营业务毛利24.5%，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2017年下降8.1个百分点。总体
来看，从2016年开始签订合同的毛利率执行情况逐渐下降，2017年继续下降，受
产品市场销售价格下降和材料采购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各类型产品毛利率情况
已处于较低点位。
2018年公司实现销售费用16,369.70万元，同比上年下降了7.07%，主要是本
年的服务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工资薪金等减少所致。
2018 年公司实现管理费用 8,837.79 万元，同比上年增加了 3.75%，主要中
介机构费用及职能部门人员工资增加所致。

2018 年公司实现研发费用 4,393.30 万元，同比上年增加了 4.69%，主要是
机器人研发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2018 年公司实现财务费用-396.95 万元，同比上年减少了 219.4%，主要是本
期外币汇率变动引起的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4.所有者权益状况
股东权益合计为 136,639.18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5,169.15 万元，减幅
9.99%，主要是本期分红使得未分配利润减少 27.72%。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为
104,331.07 万元，资本公积 2,413.97 万元，盈余公积 7,683.62 万元，未分配
利润为 22,290.7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137,069.68 万元。
经历次股本变动后 2018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
后的章程规定，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94,846,429.00 元：由资本公积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48,464,29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转增股份总额 94,846,429.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共计增加股本
94,846,429.00 元 。 全 部 由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 变 更 后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043,310,725.00 元。
三、其他说明的事项
1、本期财务报表编制的基准与方法
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 2 月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2017 年 4 月 28 日
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2017]13 号）及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
了《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公司须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
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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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修订通知”），公司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且尚未执行新
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附件 1 的要求

编制财务报表，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的变更，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
告起按照文件的要求编制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2018 年公司审计报表所载比较数据系根据母公司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博林特电梯（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博林特电梯澳大利亚合资有
限公司、博林特电梯蒙古有限公司、博林特电梯秘鲁有限公司、沈阳博林特摩洛
哥有限责任公司、博林特电梯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博林特电梯安
装有限公司、重庆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云南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哈尔滨博林
特电梯有限公司、南京远大智能工业有限公司、远大建筑集团（肯尼亚）有限公
司、远大房地产集团（肯尼亚）有限公司、远大建筑发展（科特迪瓦）有限公司、
广东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沈阳远大智能高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远大
博林特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印度博林特电梯私人有限公司及沈阳远大新能源有限
公司十九家子公司合并后的相关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确定。
2、税负减免情况
2018 年母公司执行 15%所得税税率。
以上为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由董
事会编制，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