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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16-11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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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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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虹 董事 工作原因 颜广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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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浩物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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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琳  

办公地址 内江市市中区甜城大道经济技术开发区  

传真 0832-2202720  

电话 0832-2202757  

电子信箱 xul@hwgf757.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曲轴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公司具有 30 多年汽车发动机曲轴研发、制造

与销售历史，主要产品有轿、轻、微三大系列曲轴，有 474Q、480、483、X493、2.5TC、465 等 70 余个

曲轴品种，主要为中国品牌乘用车发动机厂配套。主要客户有长安、广汽、北汽、五菱柳机、吉利、奇瑞、

江淮、比亚迪、东安动力、海马、绵阳新晨、东风渝安、成发、力帆等 20 余家。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乘

用车增长机遇（特别是 SUV 快速增长），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努力提升装备和技术水平；加速

产线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拓展新客户和开发中高端曲轴新产品；保证了曲轴业务的稳步发展。先后

完成 D19、R10C、DG15 等 20 余个新产品的开发和试制，拓展了广汽、北汽银翔、东安三菱等客户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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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数量，开发了长安铃木、昌河铃木、云内动力、北汽福田等新客户。2015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197 万元，同比增长 17.7%。 

2、公司所属的汽车零部件业是汽车工业的基础，是支撑汽车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汽车产

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益于汽车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得

到大幅提升。2015 年，受经济下滑、股市震荡、限购透支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产业增速创近年新低。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来看，2015 年汽车产销量超过 2,450 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

第一，产销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3%和 4.7%；2015 年乘用车销量完成 2,114.63 万辆，同比增长 7.3%，其中

SUV 增长 52.4%，MPV 增长 10.1%，轿车下降 5.3%，交叉型下降 17.5%；2015 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

售 873.76 万辆，同比增长 15.3%，其中轿车销售 243.03 万辆，同比下降 12.5%； SUV 销售 334.30 万辆，

同比增长 82.8%；MPV 销售 186.58 万辆，同比增长 13.6%。报告期内，公司曲轴销量完成 155.7 万件，同

比增长 9.6%，曲轴销量占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的比例为 17.82%，保持了中国品牌乘用车发动机曲轴制造

商前列的位置。 

未来，汽车零部件与汽车行业一样面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挑战，产业发展由爆发期走向了平稳期，

进入了低速增长与中高速增长的中间环节。同时，国家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将会为汽车零部件行业

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快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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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72,708,906.11 405,287,376.70 16.64% 442,782,12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33,461.96 18,178,358.73 -17.30% 55,066,6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36,776.76 14,801,454.01 28.61% 35,032,77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24,039.65 20,070,260.65 130.31% 96,488,76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5.61% -2.81% 61.6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892,667,498.48 919,230,005.23 -2.89% 515,774,39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6,548,870.35 528,840,633.59 3.35% 119,966,312.1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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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0,596,029.02 143,869,808.68 101,919,365.49 126,323,70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1,580.73 13,941,924.15 -891,554.17 -2,198,4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0,209.99 15,665,541.59 822,880.61 -2,471,85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2,657.09 -1,118,216.41 5,049,273.35 45,475,6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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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增加较多，主要原因系收回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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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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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74% 138,816,000 138,816,00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2,586,309    

华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禧睿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8% 8,961,74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1.47% 6,618,14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 类 26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1% 5,000,000    

东方汇智－工商银行－工银量化恒

盛精选 D 类 39 期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1% 5,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盛通

精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A 类 1 期 
其他 0.89% 4,0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

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8% 3,543,80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975,00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974,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为天

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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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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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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式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汽车行业增速放缓的不利局

面，公司董事会坚持稳中求进、调结构、保增长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公司经营层认真

贯彻落实董事会部署，按照“品质经营拓市场，创新管理增效益；目标导向强执行，寻求增长谋发展”的

经营思路，抓住中国品牌乘用车增长机遇，带领全体职工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努力提升装备和

技术水平；加速产线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拓展新客户和开发中高端曲轴新产品；吸收精益生产管理

精髓，充分整合内部资源，提升营运效率；推广 CAPP、PDM 软件的应用、推行 CA-QIP 管理，提升技术

质量管理水平；快速完成曲轴生产线的搬迁、安装、调试和生产，保障客户需求；稳步推进内控体系建设，

扎实提升抗风险能力。在公司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保持了公司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2,926.38 万元，同比增长 25.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3.35 万元，同比下降 17.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3.68 万元，同比

增长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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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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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配件 472,708,906.11 29,263,779.61 26.96% 16.64% 25.3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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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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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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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颜广彤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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