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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6                              证券简称：鸿特精密                          公告编号：2016-022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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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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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特精密  股票代码 3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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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碧开 陈伟良 

办公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城区北十区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城区北十区 

传真 0758-2691582 0758-2691582 

电话 0758-2696338 0758-2696038 

电子信箱 ZQ@hongteo.com.cn ZQ@hongteo.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等制造的铝合金精密压铸件及其总成。公司秉承“不

唯全，而唯专”的理念，将业务专注于技术含量最高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类精密压铸件领域，在发动机下缸体、发动机前盖总

成、发动机油底壳总成、差速器和发动机支架等系列产品上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公司现有产品达数百种，主要用于中高档汽

车发动机和变速箱等的制造。 

2015年，全球汽车行业产销量均实现了增长，但增速较低；我国汽车行业也呈现平稳的增长态势，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50

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伴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稳定增长和我国汽车行业的持续发展，我国汽车零部

件制造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带动汽车铝合金压铸行业的持续发展。 

本公司作为汽车铝合金压铸企业，是独立于整车生产企业的专业化零部件供应商，依托于技术、研发、管理等方面的综

合优势，公司已成为福特、康明斯等全球知名整车厂商或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的稳定供应商。公司的生产规模、经济效益

和综合竞争能力位于同行业的前列，是中国南方专业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也是目前A股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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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几家汽车铝合金压铸件上市公司之一。 

目前，产能不足是影响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台山鸿特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建设项目的产能逐步释放，公司

产能不足问题有所缓解，公司未来的市场占有率有望得到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积极部署，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基本完成了年度产销目标，实现了销售

业绩的稳定增长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3,298.41万元，同比增长15.96%，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139,044.11万元，同比增长17.04%；实现营业利润3,539.19万元，同比增长222.38%；实现净利润 3,826.51万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1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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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984,079.96 1,235,745,406.91 15.96% 1,058,382,98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65,054.00 15,963,862.65 139.70% 26,047,13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93,213.27 13,816,461.21 137.35% 24,944,04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906,338.95 57,791,936.70 363.57% 186,846,93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67 0.1488 139.72% 0.2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67 0.1488 139.72% 0.2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7% 2.84% 3.73% 4.7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032,477,885.48 1,817,596,248.76 11.82% 1,500,507,32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300,859.18 565,399,805.18 5.82% 560,163,9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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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33,438.29 362,948,316.63 347,105,493.76 397,196,83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9,712.63 5,324,330.67 4,158,027.50 23,222,98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4,584.41 4,933,295.17 4,041,858.41 21,743,47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06,765.07 124,873,240.77 66,739,073.92 21,587,2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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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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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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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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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和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3% 31,363,200    

金岸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84% 14,850,000    

西藏康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1% 5,264,000    

佛山市顺德区

南方电缆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 2,102,400    

周爽 境内自然人 1.74% 1,865,10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1.23% 1,320,500    

香港诺鑫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9% 1,174,600    

林荣海 境内自然人 1.06% 1,138,000    

石晶波 境内自然人 1.03% 1,110,300    

陈康 境内自然人 0.85% 90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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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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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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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运行呈现稳中趋缓、稳

中有进、稳中有忧的特征。世界经济增长低于普遍预期，发达经济体增速继续回升，但回升势头减缓，除美国、欧元区和日

本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所上升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速显著下降，全球复苏之路崎岖艰辛。但我国汽车行业总体实现

了良好发展，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5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 

报告期内，随着台山全资子公司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产能紧缺问题有所缓解，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公司仍面临产能

紧缺的问题，以致产品交付紧张、品质不稳定、各项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积极部署，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推进项目建设

实施进度，公司依然取得了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极为不易，值得肯定和发扬。 

按照2014年的工作部署，2015年主要设定了经营绩效、产能建设、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产品交付能力提高、人才培养、

促进各项管理工作升级转型的等五项工作目标。针对前述六大工作目标，2015年公司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1、基本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3,298.41万元，同比增长15.9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39,044.11万元，同比增长17.04%；

实现营业利润3,539.19万元，同比增长222.38%；实现净利润 3,826.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39.70%。 

2、加快产能建设进度，加快产能达产，基本保证产品交付。 

台山鸿特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建设项目已正式投产，产能正逐步释放。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实现实际产量0.53万吨。

根据公司的建设计划，预计2017年完成1.2万吨/年的生产产能建设，届时，产能将进一步增加，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随着公司产能的逐步释放以及经营管理的改善，公司产能紧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实际产量3.23

万吨，外协0.17万吨，其中，肇庆工厂实现产量为2.70万吨，外协0.17万吨，基本保证了大部份产品订单及时完成交付。 

为满足客户订单持续增长的需求，公司还需持续加大产能建设投入,加快产能达产，积极调整生产计划和各部门的高度

协调统一，以保证产品订单的及时交付，为此，公司拟进行台山鸿特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第二期建设项目，以进一步扩大产

能建设。 

3、加强新产品开发及项目管理，积极推进项目改善计划的落实 

公司秉承“不唯全，而唯专”的经营理念，以汽车零部件行业为主业，专注于技术含量最高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类精密压铸

件领域。2015年，公司确立了以加快发展与客户同步开发，研究高端汽车配件工艺技术、积极引进、研发并推广新材料、新

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提高技术实力，培训储备高端技术人才的战略发展思路，针对公司项目管理薄弱问题，公司一方面加

大研发资源投入，强化和改善品质和交付能力保证，另一方面加强研发团队建设，积极调动各级研发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在客户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项目改善小组，大力改善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的问题，项目改善效果明显，获得客户

的肯定。 

2016年，公司将继续加大对新客户、新产品的开拓力度，并进一步优化客户及产品结构，增强风险防御能力。 

4、顾客满意度大幅度提高，奠定了新业务发展的良好基石 

2015年，公司积极维护客户关系，对内加强改善，苦练内功，对外加强沟通，积极走访客户，同时，也接待了来自国内

外的客户朋友，这些交流活动让客户更好地认识和了解鸿特，让客户知道鸿特的发展方向保持不变，增强客户对公司的战略

合作信心。经过公司各部门的共同努力，2015年公司在Q\D\C领域及客户端的表现较上年有较大进步，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

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客户奖励6项，其中，优秀供应商奖4个，品质改善奖1

个，研发优胜奖1个；比以前历年都多，进步很大。 

5、企业经营管理有新的进步 

A、加强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审计制度建设，加大了审计力度，严防腐败和各种浪费； 

B、报告期内，公司对内加强管理与改善，对外加强沟通，走访了主要客户，同时也接待了来自国内外的客户朋友，积

极向客户展示公司的形象和竞争优势。 

公司拥有非常优质的客户资源，在汽车铝合金铸件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品牌优势，积累了丰富的汽车零配件铝合

金压铸产品的开发和管理经验，公司研发生产的差速器壳体、发动机油底壳等多种产品及技术获得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公司不仅在公司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管理与物流管理等方面获得客户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守法经营、重视信用、依

法纳税、节能减排、环保等方面也得到社会及政府各层面的肯定，报期内，公司成为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广

东省轻合金精密成型工程中心、肇庆市企业技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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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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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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类 617,153,290.19 132,213,754.21 21.42% 17.81% 17.08% -0.14% 

管类 159,280,488.99 21,891,093.15 13.74% 2.01% -14.74% -2.70% 

箱体类 362,596,040.85 69,513,448.93 19.17% 21.05% 30.73% 1.42% 

支架类 224,539,668.30 45,339,042.61 20.19% 16.21% 25.1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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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3,298.41万元，同比增长15.9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39,044.11万元，同比增长17.04%；

实现营业利润3,539.19万元，同比增长222.38%；实现净利润 3,826.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39.70%。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6,790.63万元，同比增长363.57%，更多数据及相关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96%，主要是因为公司产能建设基本能按计划进度完成，产能逐步释放，销售量增

加。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5.65%，主要是销售增加而产生相应的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13.20%，主要是销售增加而引起。 

4、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同比下降0.75%，基本保持稳定。 

5、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363.57%，主要是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货款回笼情况良好，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款项，有部分以现金支付，有部分改为票据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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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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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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