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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媒体报道事项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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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期，有媒体撰文针对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分红制度、供应商及客户情

况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并引起多家媒体转载。 

● 公司不存在媒体所报道的情况。 
 

一、传闻简述 

2017 年 8 月 3 日上午，中国经济网撰文《岱美股份财务疑点多、负债 11 亿

实控人 4 年 4 亿分红进腰包》，文中对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历史分红情况、供应

商及客户数据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数家媒体对上述报道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对于上述媒体报道所关注内容，应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要求，公司现澄清

如下： 

（一）对于岱美汽车拟使用 3 亿元 IPO 募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财务工作者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质疑：“因为岱

美汽车账面上不仅有大量的货币资金，还在本次上市前进行了多次分红”。 

2014-2016 年末岱美汽车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1.49 亿元、2.91 亿元、2.14

亿元。另外，公司报告期内还实施了 2013 年度、2014 年中期、2015 年度、2016

年中期和 2016 年度分红，合计派送现金股利共计 4.16 亿元。 

澄清： 

公司计划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9,979.56 万元，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1）适时扩大主营业务规模的需要 



公司遮阳板、头枕及顶棚中央控制器销售在过去几年内保持了较快增长，

客户、产品及业务结构得到了丰富和补充。随着国内外汽车产业的平稳发展，公

司现有业务仍存在较大的成长潜力，公司有必要保留一定的流动资金适时进一步

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及时把握行业发展的契机。 

（2）满足流动资金周转的需求 

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业务扩张的过程中存在较高的流动资金周转需求，其主

要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导致：一方面，整车厂商基于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成本的

考虑，对其上游配套零部件企业提出 JIT 的供货合作模式，由此推动零部件供应

商需要配合整车厂商就近建立异地仓库并维持必要的安全周转库存；另一方面，

国内外整车厂商凭借突出的产业地位和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在与零部件企业的商

业谈判中会占据一定谈判优势，信用账期相对较长。 

近年来受到海外业务迅速发展的推动，公司应收账款及库存规模均不断随

之扩张并对流动资金产生较大压力。 

随着未来募集资金扩产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销售及采购规模将进一步扩

大，由此导致对后续流动资金周转需求的持续上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将有助于进一步充实流动资金水平，满足募投产能释放的流

动资金周转需要。 

（3）优化资产结构，降低利息支出，提升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总体水平较高，2014 年末至 2017 年 3

月末分别达到 48.52%、45.44%、41.21%和 41.83%，并对大量房屋所有权及土地

使用权设置了抵押担保手续。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并由此产生较高的利息负担。如未来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计划

能够顺利实施，这将有助于大幅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并降低财务风险，而公司资产

负债水平亦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趋于接近。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发行补充流动资金 29,979.56 万元，可满足公司经营规

模扩张而产生的营运资金和资本性支出需求，解决公司快速发展的资金瓶颈，同

时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总体竞争力，促进公司未

来长期稳健发展，因此，实施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也是属于公司自治范畴



的事项。现金分红作为投资者回报的重要方式，能有效增强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和

吸引力，并有效保护广大股东的切身利益。作为国内汽车内饰件细分行业的优势

企业之一，公司近年来的盈利能力不断提高，2014 年至 2017 年 1-3 月分别实现

净利润 22,762.56 万元、31,745.50 万元、44,436.07 万元和 13,817.20 万元。公司

突出的盈利能力为公司持续、稳定地向股东提供回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报告期

内，公司通过稳定的现金分红安排，积极回报股东。同时，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草案）》，对分红政策进行了明确，确保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为进一步细化有关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分

配政策条款，增强现金分红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关于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根据公司分红

回报规划，公司成功上市后未来三年，公司将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

金后，每年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在确保足

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 

通过上述的制度安排，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和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未来

公司将继续实施稳定、保持一致性的现金分红安排，强化投资者回报。 

 

（二）岱美股份在 2015 年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014 年该公司向排

名前五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 26,658.32 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25.08%，

由此计算该公司当年的采购总额为 10.63 亿元。然而在 2017 年发布的招股说明

书中，该公司却披露 2014 年向排名前五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仍然为 26,658.32

万元，但是占采购总额的比重则仅下降至 24.5%,由此计算当年的采购总额仅为

10.88 亿元，与 2015 版招股说明书存在明显差异，且相差达 2,500 万元。 

澄清： 

公司 2015 年及 2017 年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的前五大供

应商合计采购金额相同，而占采购总额的比重有所差异，主要是由于在 2015 年

披露招股说明书时，统计采购总额数据时未将一些零星的采购统计在采购总额

中，在后续向证监会申报 2015 年半年报更新材料时，为保持采购总额数据统计

口径一致性，公司对 2014 年的采购总额按报告期的统一口径重新统计，相应调

整 2014 年采购总额数据，因此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重相对之



前披露的数据有小幅调整，公司及时向证监会申报了修正 2014 年前五大供应商

采购金额占比事项，并根据证监会招股说明书修正要求进行标识说明。 

 

（三）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岱美股份的主要产品类型包括遮阳板、头枕、

顶棚中央控制器和座椅这 4 项。通用系公司则在报告期内始终都是岱美股份的

第一大客户。2017 年第 1 季度向通用系公司合计销售金额高达 18,795.49 万元,

占同期岱美股份销售总额的比重高达 25.64%。其中，岱美股份对通用系销售的

遮阳板产品金额为 11,831.55 万元、顶棚中央控制器产品对通用系的销售金额为

4,532.13 万元，这两项产品合计的销售金额仅为合计为 1.63 亿元；而通用系公

司并未能进入岱美股份头枕产品 2017 年 1 季度的前五名客户名单中，这就对应

着当期岱美股份对通用系销售的头枕产品金额则不会超过同期排名第五位客户

对应的 632.39 万元；此外,岱美股份在 2017 年 1 季度对通用系客户不存在座椅

类产品的销售。综合上述明细数据，岱美股份在 2017 年 1 季度向通用系客户销

售的 4 大类产品,合计金额不会超过 16,996.07 万元，这相比岱美股份披露的同期

对通用系客户销售总额 18,795.49 万元，少了将近 2 千万元。 

岱美股份 2016 年向通用系公司销售了 70,074.05 万元，占当年销售总额的

比重为 25.54%。其中，向通用系公司销售遮阳板产品 46,838.61 万元、销售顶棚

中央控制器产品 14,951.78 万元、销售头枕产品金额不会超过 1,730.08 万元,座椅

产品仍然无销售，对应着岱美股份的 4 大类产品在 2016 年向通用系公司合计销

售金额不会超过 63,520.47 万元，相比最终披露的针对该客户的销售金额少了

6,500 万元之多。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该公司在 2016 年向客户沈阳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和烟台延锋江森座椅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 3,575.12 万元和 4,381.63 万

元，合计大约为 7,956 万元；但是与此同时，2016 年岱美股份的座椅类产品总

销售额仅为 5,955.76 万元，与前述客户销售数据存在大约 2 千万元的差异。而

且，上述两家客户同属于江森自控系，而招股书第 179 页披露的座椅类产品 2016

年的销售对象仅包括李尔系、一汽系和东风，并未包括江森自控系，这就出现

了显著的前后不一致。 

澄清： 



（1）对通用系客户 2017 年 1 季度销售数据事项 

公司销售产品类型包括遮阳板、头枕、顶棚中央控制器、座椅及其他产品

共 5 大类，其中前 4 项为主要产品。2017 年 1 季度公司对通用系客户销售总额

18,795.49 万元，其中对通用系销售的遮阳板产品金额为 11,831.55 万元、顶棚中

央控制器产品为 4,532.13 万元，两类产品合计销售 16,363.68 万元，比对通用系

客户销售总额 18,795.49 万元少 2,000 多万元，主要系公司除了对通用系客户除

销售遮阳板产品和顶棚中央控制器产品外，还向通用系客户销售转向盘和衣帽架

等产品 2,000 多万元，按公司的产品分类方法，公司的转向盘产品和衣帽架产品

属于其他产品类，因而公司销售给通用系客户的遮阳板产品和顶棚中央控制器产

品合计金额比销售给通用系客户销售总额少并无矛盾之处。 

（2）对通用系客户 2016 年度销售数据事项 

2016 年公司向通用系客户公司销售总额为 70,074.05 万元，占当年销售总额

的比重为 25.54%。其中，向通用系公司销售遮阳板产品 46,838.61 万元、销售顶

棚中央控制器产品 14,951.78 万元、销售转向盘和衣帽架等产品 8,000 多万元。

按公司的产品分类方法，公司的转向盘产品和衣帽架产品属于其他产品类，因而

2016 年度公司销售给通用系客户的遮阳板产品和顶棚中央控制器产品合计金额

比销售给通用系客户销售总额少并无矛盾之处。 

（3）向客户沈阳延锋和烟台延锋 2016 年度销售数据事项 

公司 2016 年向客户沈阳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延锋”）

和烟台延锋江森座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延锋”）销售金额分别为

3,575.12 万元和 4,381.63 万元，合计金额为 7,956.75 万元，公司向沈阳延锋和烟

台延锋销售的产品类别全部为头枕产品，没有座椅类产品。因而 2016 年度公司

销售座椅类产品总销售额为 5,955.76 万元中，没有包含销售给沈阳延锋和烟台延

锋的销售额。 

公司向沈阳延锋和烟台延锋销售的产品类别全部为头枕产品，没有座椅类

产品，且沈阳延锋和烟台延锋属于江森自控系，因而公司招股书披露的座椅类产

品 2016 年的销售对象仅包括李尔系、一汽系和东风，并未包括江森自控系，公

司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与实际情况相符。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等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