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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65 证券简称：美之高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汪岚；

联系电话：0755-25161658；

传真：0755-89940016；

电子邮箱：fin@meizhigao.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康明路 10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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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

例%

总资产 266,986,479.90 196,957,657.53 35.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360,502.24 70,989,690.37 27.29

营业收入 401,425,419.65 267,895,590.32 49.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61,765.38 20,869,181.95 56.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69,831.38 22,004,576.59 4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9,140.75 35,525,551.6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计算）

34.57% 33.6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34.79% 35.4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42 5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42 52.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77 1.42 24.65

2.2、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14,824,332 14,824,332 29.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7,878,000 7,878,000 15.45%

董事、监事、高管 - - 625,000 625,000 1.23%

核心员工 - - -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限售股份总数 50,000,000 100% -13,824,332 36,175,668 70.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1,500,000 63% -7,866,000 23,634,000 46.34%

董事、监事、高管 2,500,000 5% -625,000 1,875,000 3.68%

核心员工 - - - - -

普通股总股本 50,000,000 - 1,000,000 5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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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黄华侨 21,500,000 - 21,500,000 42.16% 16,125,000 5,375,000
2 蔡秀莹 10,000,000 12,000 10,012,000 19.63% 7,509,000 2,503,000

3

深圳市华汇通鼎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00 - 10,000,000 19.61% 6,666,667 3,333,333

4
新余美高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0 - 5,000,000 9.80% 3,333,334 1,666,666

5 黄佳茵 2,500,000 - 2,500,000 4.90% 1,875,000 625,000

6

新余方略知美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000,000 - 1,000,000 1.96% 666,667 333,333

7 方小波 450,000 - 450,000 0.88% - 450,000
8 龙世石 170,000 - 170,000 0.33% - 170,000

9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22,000 - 122,000 0.24% - 122,000

1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3,000 - 93,000 0.18% - 93,000

合计 50,835,000 12,000 50,847,000 99.69% 36,175,668 14,671,332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蔡秀莹系股东黄华侨配偶，股东黄佳茵系股东黄华侨子女，

深圳市华汇通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新余美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股东蔡秀莹、黄华侨设立的

企业。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商业模式

公司立足于收纳产品行业，主要从事金属置物架收纳用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行业经验及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将公司打造为 DIY 收纳产品一流品牌。通过对产品的个性化设计，为

下游客户提供家庭、工业领域的收纳产品及解决方案，最大程度满足终

端消费者 100%DIY 需求，从而实现盈利。公司采购模式、生产模式、

销售模式介绍如下：

1、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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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铁线、铁管、锥套等铁材，主要在国内

市场进行采购。公司生产制造中心下设采购部，负责采购的实施与管理。

公司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制定的销售计划形成生产计划，进而形成生

产工单和采购计划，采购部门根据采购计划安排采购。采购部门从物料

的质量、性能、价格、付款周期等方面进行比价，并严格评审选择合格

供应商。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为境外经销商提供 ODM 产品，公司通过对市场进行充分调

研与分析，为满足公司下游客户的终端消费者 100%DIY 需求，提供综合

解决方案。公司制定并遵照执行计划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经客户认可，则

进行样品制作，与客户达成一致协议后组织进行生产。公司生产主要采

取“以销定产”的方式。销售中心根据客户需求制定销售计划，制造中

心根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生产车间按照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采购部门

根据订单情况制定采购计划，协调生产资源配置，品保部负责对产品的

品质把控。

3、销售模式

由于金属置物架行业在境内外成熟程度的差异，结合不同市场特点、

公司发展规划及自主品牌推广效果等因素，公司内销、外销业务采用了

不同的针对性销售模式，外销业务以 ODM 销售模式为主，内销业务则采

用 KA卖场、网络平台销售、直销及经销等多样化销售体系，具体介绍

如下：

（1）外销模式 由于金属置物架行业兴起于日本、韩国、美国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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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并在上述国家拥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相关本土品牌已得到

了所在国消费者认可，公司自主品牌的进入需要一定过程。基于以上原

因，公司外销业务以 ODM 销售为主。在 ODM 模式下，公司与国外重要客

户 DOSHISHA COMPANY LTD、LG SOURCING INC 建立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该等客户根据自身采购需求向公司下达采购信息，由公司根

据相关参数进行自主设计并提供样品信息，在客户确认后大批量生产供

货，产品生产完成后直接发运至客户指定的国外交货地点，通过境外客

户的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售至消费者。 另外，公司还注重新客户的的开

发，通过参加行业展会、协会活动等方式进行对外推广，在挖掘新的产

品销售渠道的同时，努力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并向 OBM 模式发展。

（2）内销模式 a.KA 卖场模式 相较于日本、韩国、美国较为成熟

的金属置物架行业发展水平，国内行业起步较晚，公司作为行业的开拓

者，自主品牌 “mzg”在国内认可度较高，产品在国内的 KA卖

场客户主要包括沃尔玛、百安居、家乐福、大润发等知名大卖场及百安

居等家具销售商。 针对 KA卖场的销售模式，公司已与上述卖场建立了

长期和稳固的合作关系，基于双方签订的供销合同，公司依据合同约定

的采购订单进行发货，与卖场总公司签订合同，由总公司向各个地区卖

场铺货，并按照约定进行对账结算。KA卖场自有的品牌效应及巨大人

流量能对消费者购买习惯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公司自主品牌市

场地位的进一步巩固。b.网络销售模式 公司注重线下线上销售模式的

结合，已建立天猫旗舰店、京东自营专区等网络销售平台，通过网络平

台开设品牌直营店的方式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c.直销模式 公司

以直销模式作为补充，部分商品直接销售至终端客户，对象主要为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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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且产品多为非标准化定制产品。d.经销模式 公司销售中存在

少量经销销售，为单位或个人通过买断公司产品的方式独立对外进行销

售。

4、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中心下设商品部与开发部，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研发与生

产工艺的设计，包括现有置物架类产品设计开发、钢木类产品设计开发

及异形管类产品研发以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同时针对公司的收纳家居用

品未来整体规划进行设计。公司自成立以来，已获得多项专利进一步提

高了自身产品市场竞争力，保证了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

3.2、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继续坚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专注于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不断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持续加大

研发及技术创新投入，稳步实施各项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工作，报告期

内因新增 LG SOURCING INC（美国）客户，公司外销收入有较大增长，

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司内部管理和品牌形象都得到了很大

提升，公司总体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1,425,419.65 元，同比增长了

49.84%；营业利润 41,522,430.85 元，同比增长 44.59 %；净利润

32,561,765.38 元，同比增长 56.03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266,986,479.90 元，总资产增长率 35.56 %。综上所述，公

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因新增 LG SOURCING INC（美国）客户有较大增长，

受收入增长、人民币贬值及公司倡导的降本增效行动使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占收入比下降等原因影响，净利润大幅增加，且达到公司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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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17 年经营计划或目标

公司 2017 年计划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为客户提供更多新款质优

产品，继续开发国内外新客户，扩大生产经营，提高公司业绩。2017

年计划实现销售收入 46,000 万元，净利润 4,000 万元。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目标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提示投资者对

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为更审慎反映公

司的资产质量，公司变更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

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本年度财务报告中的数

据，已根据追溯调整后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更

正。

4.2、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4.3、因 2016 年 12 月份完成对深圳沃华、香港沃华、鸿兴电镀、

美之顺的收购，2016 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增加了深圳沃华、

香港沃华、鸿兴电镀、美之顺。

4.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重新编

制三年一期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74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