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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16-009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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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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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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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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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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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临精工 股票代码 3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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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宇 房正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板桥街 268 号 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板桥街 268 号 

传真 0816-6800655 0816-6800655 

电话 0816-6800673 0816-6800673 

电子信箱 fljgzqb@fulinpm.com fljgzqb@fulinpm.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包括：研发、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不含汽车），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事项的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公司专业从事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1997年成立以来，紧随并前瞻性预测汽

车发动机市场及技术变化趋势，围绕机电液偶件副核心技术扩展并深入研发，做强、做精、做深精密制造，

采取立足于从自主品牌到合资品牌及国际知名品牌主机配套市场逐步开拓的策略，目前已成为国内具有较

高影响力的主要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现拥有液压挺柱、机械挺柱、液压张紧器和摇臂为主的四大成熟产品，陆续开发了喷嘴、发动机

可变气门系统（VVT、VVL电磁阀）、缸内直喷系统用高压油泵挺柱及泵壳、自动变速器及燃油喷射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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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零部件等五类新产品系列。公司已经成为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制造企业中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规格型

号较多的厂家之一，已经具备了较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排名前列，具有

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公司现有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中心下设产品设计科、新工艺研发科、实验科、项目管理科等

机构；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高素质的研发队伍，涉及材料、机械设计、精密加工、模拟仿真等多个专

业领域，具备从产品概念设计到样件生产和过程实验验证能力。  

公司同时与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上汽集团股份公司技术中心、神龙汽车技术中心、长安汽车工程研究

院、一汽汽研院、广汽汽研院、东安汽车发动机技术中心、航天三菱发动机技术中心、奇瑞汽车工程研究

院、江淮汽车技术研究院、上海交大、法国梯爱司（HEF）、美国思达耐（STANADYNE）等整车厂或主

机厂的技术研发中心建立了长期的产品合作研发关系，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天津

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有项目合作关系。 

公司目前已有主机客户50余家，其中国内自主品牌主机厂30家、合资品牌主机厂14家、境外主机厂6

家。公司主要客户包括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东岳动力、航天三菱、奇瑞汽车、神龙汽车、东风商用车、

长城汽车、东安汽发、江淮汽车、比亚迪、昌河铃木、新晨动力等，客户结构较为稳定，均为国内知名汽

车发动机生产厂商，规模较大、实力雄厚、信用状况良好。 

优秀的研发能力和良好的客户保障使发行人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汽车行业市场需

求下滑、外币汇率下调以及股市波动对即期消费的抑制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冲击下，公司保持着较好的增长

态势，较强的综合实力极大优化了品牌形象，公司被盖世汽车网评为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供应商，被中国

内燃机工业协会评为零部件排头兵企业。  

    未来，公司将紧抓我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紧跟全球汽车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趋势，继续以机电液偶件副核心技术为基础，不断拓宽汽车精密零部件产品系列，逐步向模块化、系

统化集成供应商转变，力争成为中国自主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动力总成精密零部件知名供应商。同时

积极沿着精密加工产业发展方向，大胆探索并适时切入新的产业领域，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健

康、长远发展。 

    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50.33万辆、2459.76万辆，再创新高，比上年分别增长3.3%、4.7%，

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产销增速比上年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2.2个百分点。 

    在报告期内，2015年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为国内主机厂配套，从事汽车动

力总成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的主要竞争对手以德资、美资和日资为主，主要是伊纳（德国）、德尔福（美

国）、伊顿（美国）、博格华纳（美国）、麦达因（美国）、NTN（日本）、电装（日本）、三国（日本）、

椿本（日本）、欧德克斯OTICS（日本）、喷达（法国）；本土自主品牌精密零部件企业主要有宜宾天工、

富泰和、上海宝福、铁岭天河、浙江黎明、济南沃德和浙江宇太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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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859,407,846.93 699,571,627.90 22.85% 536,057,54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705,956.14 136,776,477.71 27.00% 93,468,02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551,925.95 130,352,933.44 27.77% 91,958,32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95,958.49 113,114,811.12 -33.96% 83,798,74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33 1.5197 -62.28% 1.0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33 1.5197 -62.28% 1.0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3% 41.08% -17.75% 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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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334,028,690.08 769,387,162.49 73.39% 593,310,18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9,134,575.79 398,506,181.93 128.14% 272,979,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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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600.20 237,101,247.97 179,593,930.63 240,700,06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18,999.85 46,802,290.27 39,394,583.15 45,390,08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878,785.56 45,619,623.95 37,313,752.49 41,739,76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85,993.90 31,255,564.53 25,312,930.08 7,141,4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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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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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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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富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35% 141,669,540 141,669,540 质押 70,730,000 

安治富 境内自然人 7.70% 27,715,230 27,715,23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3.03% 10,916,848 0   

安东 境内自然人 2.25% 8,100,000 8,100,000   

曹勇 境内自然人 2.24% 8,046,360 8,046,360 质押 5,400,000 

谭建伟 境内自然人 2.24% 8,046,360 8,046,360   

李亿中 境内自然人 1.86% 6,705,300 6,705,300   

聂正 境内自然人 1.50% 5,400,000 5,400,000   

聂丹 境内自然人 1.50% 5,400,000 5,400,000   

潘玉梅 境内自然人 1.49% 5,364,240 5,364,240   

吕大全 境内自然人 1.49% 5,364,240 5,364,240   

陈瑞峰 境内自然人 1.49% 5,364,240 5,364,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安东及聂丹分别持有其 70％、20%及 10%股份；2、

安治富：公司实际控制人、聂正之夫、安东之父；3、安东：安治富之子；4、聂正：安治富

之妻；5、聂丹：聂正之兄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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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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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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度经营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859,407,846.93 699,571,627.90 22.85 

营业利润 197,861,062.81 153,229,997.49 29.13 

利润总额 202,350,236.68 160,787,108.40 25.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3,705,956.14 136,776,477.71 2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95,958.49 113,114,811.12 -33.96 

资产总额 1,334,028,690.08 769,387,162.49 73.39 

负债总额 424,894,114.29 368,881,239.66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09,134,575.79 398,506,181.93 128.14 

期末总股本 360,000,000.00 90,000,000.00 300.00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859,407,846.93元，同比上升22.85%；2015年度实现

营业利润197,861,062.81元，同比上升29.13%；实现利润总额202,350,236.68元，同比上升25.8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705,956.14元，同比上升27.00%。前述指标较上一年度出现上升，主要

原因系公司新开发项目在报告期内逐渐上量，主要是VVT、减摩挺柱和喷嘴增量，带来营业收入增加，利

润随之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09,134,575.79元，同比增加128.14%，主要原因是新股发行收到

募集资金以及2015年生产经营实现的新增利润； 

    总资产1,334,028,690.08元，同比增加73.39%，主要原因是所有者权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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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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液压挺柱 211,574,110.98 49,562,338.59 34.40% -11.75% 1.98% 2.27% 

机械挺柱 174,895,521.29 39,015,129.37 33.28% 28.54% 4.31% -6.02% 

液压张紧器 92,845,711.95 30,139,431.34 43.43% 38.14% 33.46% 1.73% 

可变气门系统 229,389,691.31 64,513,796.14 39.09% 73.47% 42.6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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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859,407,846.93元，同比上升22.8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705,956.14元，同比上升27.00%；营业总成本665,474,116.36元，同比增加

21.81%。前述指标较上一年度出现上升，主要原因系公司新开发项目在报告期内逐渐上量，主要是VVT、

减摩挺柱和喷嘴增量，带来营业收入增加，利润随之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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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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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与上年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通过设立方式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成都富

临精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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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富临于2015年12月23日获取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12MA61T1Q21K，公司注册资

金500万元，实收资本0元。截止报告日，成都富临尚未办妥税务登记。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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