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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9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8-027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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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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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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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13135941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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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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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维龙 郑维龙（代）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

666 号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

666 号 

电话 0513-80169096 0513-80169096 

电子信箱 zwl510810@126.com zwl510810@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和富通空调均从事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南京奥特佳是全球最大的涡旋式汽

车空调压缩机生产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百佳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称号，奥特佳商标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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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空调主要生产斜盘式压缩机和摇盘压缩机，其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国内最大自主品牌斜盘式压缩机生产企业。2017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共计销售各类汽车空调压缩机共计800万台，比上年增长5.54%，公司生产销售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在国内

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占2017年国内全部汽车销量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27.50%。 

      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集团）是国际知名汽车空调系统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具有近50年的发展历程，卓越的研发能力是其核心的竞争优势。 

      服装业务是公司原有的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女装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90%销往美国市场。近几年来，公司服装业务

保持相对稳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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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183,966,170.52 5,229,394,578.64 -0.87% 2,483,559,9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997,784.39 446,072,250.61 -17.73% 223,284,96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425,530.35 426,482,384.50 -16.90% 195,217,91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960,101.97 507,637,216.90 2.43% 146,103,23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10.55% -3.27% 9.0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660,566,920.25 8,337,507,670.80 3.87% 6,695,045,74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87,617,448.52 4,889,241,295.14 6.10% 3,826,158,4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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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117,094.42 1,304,905,264.31 1,114,627,810.43 1,381,316,00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55,315.03 92,499,906.96 65,764,689.63 116,677,87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45,818.95 92,930,113.68 63,308,227.06 110,141,37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92,837.68 107,339,227.90 194,901,248.83 167,126,7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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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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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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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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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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帝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5% 508,813,167 0 质押 508,792,900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6.07% 503,241,949 484,895,029 质押 493,514,560 

江苏天佑金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0% 353,832,788 70,766,559 质押 178,164,000 

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9% 325,438,596 65,087,719   

珠海世欣鼎成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0% 162,719,298 162,719,298   

珠海宏源田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4% 117,154,811 117,154,811 质押 117,154,811 

光大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湘江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南京永升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 78,198,323 66,877,633   

西藏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62,026,147 0 质押 60,368,5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八位股东王进飞、江苏金淦、北京天佑、世欣鼎成、珠海宏伟、湘江投资、南京永升、

光大资本因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配售新股而成为公司

前十大普通股股东。其中王进飞、世欣鼎成、珠海宏伟、湘江投资、光大资本新增股份自上

市之日 2015 年 5 月 19 日起锁定三年，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可以上市流通；江苏金淦、北京

天佑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 2015 年 5 月 19 日起第一年 2016 年 5 月 19 日可以上市流通 60%，

2017 年 5 月 19 日、2018 年 5 月 19 日分别可以上市流通 20%；南京永升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

2015 年 5 月 19 日起每年可以上市流通 20%，共持续五年，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全部上市流

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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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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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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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是公司目前两大主要经营业务，压缩机业务约占65%，汽车空调系统业务约占26%。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和富通空调均从事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南京奥特佳是全球最大的涡旋式汽车空

调压缩机生产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百佳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称号，奥特佳商标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富通

空调主要生产斜盘式压缩机和摇盘压缩机，其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国内最大自主品牌斜盘式压缩机生产企业。2017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共计销售各类汽车空调压缩机达800万台，比上年增长5.54%。公司生产、销售汽车空调压缩机在国内自

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占2017年国内全部汽车销量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27.50 %。 

    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集团）是国际知名汽车空调系统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其卓

越的研发能力是其核心的竞争优势。 

    服装业务是公司原有的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女装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90%销往美国市场。近几年来，公司服装业务保持

相对稳定，2017年营业收入4.99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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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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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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空调压缩机 3,346,547,342.17 301,472,281.70 25.08% 12.01% -23.91% -5.31% 

汽车空调系统 1,338,184,844.68 59,186,312.87 13.46% -20.40% -21.59% -1.02% 

服装（女装） 499,233,983.67 33,941,971.32 18.91% -10.94% 10.17%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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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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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1家，原因为：新设子公司能益、奥飞、十堰富通、滁州新能源、马鞍山科技、

马鞍山压缩机、南京电动、AI英国、AI斯洛伐克9家；非同一控制合并上海澳特卡、昆山澳特卡2家。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永明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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