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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3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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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潘叶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淑娴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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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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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0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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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刚 王钊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电话 0760-22839177 0760-22839258 

电子信箱 wug@vatti.com.cn wangzz@vatti.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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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74,386,099.45 2,707,604,194.70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2,666,519.94 235,795,875.95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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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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32,365,954.16 228,881,512.29 4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109,435.98 98,700,324.86 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1 4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41 4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2% 12.71% 1.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553,408,633.95 4,210,485,308.94 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9,502,776.65 2,186,641,096.61 7.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4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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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奋进股

权投资普通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6% 80,640,000  质押 31,968,000 

潘叶江 境内自然人 9.96% 57,948,157 43,461,118 质押 12,06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环保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44% 20,017,495    

米林县联动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4% 19,458,870    

杨建辉 境内自然人 2.59% 15,051,825 11,288,869 质押 4,9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长

焦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8% 15,000,095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7% 13,759,78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成长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6% 12,556,60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蓝筹

稳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88% 10,95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其他 1.63% 9,45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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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潘叶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且持有奋进投资的财产份额，为

奋进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前述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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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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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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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维云网监测数据（不含专卖店），2018年1-6月，华帝烟机、灶具、燃气热水器均价

分别同比提升5.50%、10.46%、9.34%，零售额市场份额分别同比提升0.47%、0.12%、0.39%。 

（1）构筑并形成华帝品牌矩阵，高效提升品牌价值 

2018年，公司坚持“高端智能厨电”品牌定位。通过世界杯营销活动，华帝品牌知名度得到了较大提

高。 

（2）深化渠道变革,扁平化销售体系促进销售增长 

传统渠道上，引导经销商渠道趋向扁平化,离销售终端更近；电商渠道，实现营业收入7.98亿元，同

比增长59.65%，产品客单价同比提升7.58%，增速连续三年排名行业前列；工程渠道报告期取得营业收入

1.62亿元，同比增长36.65%；新兴渠道已与全国12家家装公司签订战略合同。 

（3）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高端化进程 

2018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0.93亿元，同比增长22.37%,有效落地到各项技术成果上。 

（4）坚定不移走热水器专业化发展道路，开启布局壁挂炉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已试行建设了热水器独立专厅60家，智能水空间13家。公司燃气热水器实现收入6.10

亿元，同比增长40.96%，热水器专业化发展初显成效。2018年，公司规划并逐步建设5条壁挂炉自动化生

产线，产能45万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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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造行业领先供应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强化成本分析和成本控制，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6）制造升级、品质提升、售后完善，实现全环管理 

公司引入自动化制造、信息化制造。公司提高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产品可靠性，产品品质大幅提升。获

得 “广东制造十大质量先锋”奖。在售后服务上，公司推出7×24小时响应的内部服务体系、互联网服务

平台。 

（7）百得品牌增长加快，海外业务稳定发展 

百得厨卫2018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03亿元，净利润5443.0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37.69%、32.20%。

公司海外业务实现收入2.75亿元，同比增长14.2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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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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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2月，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杭州粤迪厨卫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因此其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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