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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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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总股本 404,311,3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1.50 元（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 60,646,698.00 元，占 2018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7,542,206.87 元的 51.6%。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航股份 60052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冬云 徐鸿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浦

江路361号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经济技

术开发区浦江路361号 

电话 0851-83802670 0851-83802670 

电子信箱 ghgf700523@163.com ghgf700523@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是汽车零部件，主要产品有：电动刮水器和玻璃升降器、汽车密封条、电子电器开



关、车锁总体及门手把、热交换器等，主要配套客户均为国内知名的整车制造企业。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汽车零部件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橡胶、钢材（板、卷、丝等）、铝材、锌合金、线路板等，均

采用外购模式，即根据当期生产需求量，结合下期生产需求量和原材料的安全库存，制定采购计

划；分批或一次性向供应商进行采购。供应商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完成采购计划，本公

司根据计划完成情况滚动付款。 

供应商均是根据质量管理标准体系通过相关认证的企业，一般与本公司具有多年的合作历史，能

够保证采购计划被较好地执行。同时，本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引入、考核、调整、

淘汰等均遵循严格的程序。 

生产模式 

汽车零部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因此本公司一般均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

即根据客户订单，结合产品的库存情况和运输周期，由生产主管部门制定生产计划下达给各生产

车间，由其组织完成。在生产过程中，工艺部门、设备部门、能源部门、物流部门等均以生产的

稳定顺畅为核心分工并协同，生产主管部门总协调。在生产过程中，各主要工序间均采用拉动式

组织生产。 

销售模式 

主要销售模式为直接面向整机制造客户进行销售，即根据客户一定时期内的需求量按指定时间配

送至其指定的地点，以满足装配，开具发票后挂账，由客户按照一定周期滚动付款。 

本公司有多年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和销售的经验，在业内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在雨刮升降器、

电器锁匙、热交换产品、密封件等领域具有竞争力；本公司非常注重与客户的交流，关注行业的

趋势变化，以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此外，本公司少量的为整机制

造客户的一级供应商进行配套及面向零售市场销售。 

3.行业情况 

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面临深度调整与变革，从行业发展态势看，我国汽车产业正在由高

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自主零部件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升级，加速推进企业向专业化、国际化、

品牌化发展;外资零部件企业在加强本土化的同时，大力推广智能汽车领域的创新技术。此外，培

育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更是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新常态下，直面挑战、把握机遇，打造世界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成为零部件企业应对新常态的



不二之选。 

   零部件创新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汽车产业发展速度下降，零部件企业首先受到影响。作为动力源，零部件发展得不好，整车

企业也会缺乏前进的动力。为此，国家正在重点培育一些有基础、研发能力较强、企业战略明确、

资金实力及产业集成能力强的企业。中国一定会出现世界级的零部件供应商。 

  零部件创新是推动汽车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汽车召回案例显示出，虽然召回不完全是由创新

不足引起的，但却说明零部件产品在一致性、可靠性上存在问题。未来，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要

更加重视产品创新研发及质量的提升。 

  在《中国制造 2025》的指引下，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一定立足自主研发与技术革新，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形成中国汽车零部件自主创新能力。 

  多技术、多产业与零部件融合发展 

  参与零部件行业的技术种类越来越多，新进资本和企业与传统零部件融合发展，零部件与整

车企业更加协同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智能、电子技术甚至动力系统的变革，都为汽车零部件

产业的发展带来新动力。与以往相比，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互联网的快速应用，使未来汽车成为另一个移动空间。传统汽车行业的价值链是线性的，从

前期研发到售后服务是由整车企业主导的;但未来移动空间的产品价值链上，整车及零部件企业都

要在一个平台上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这一系列的产业融合变革都是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进步，更是汽车零部件产业转型的重要

阶段。除零部件产业发展深刻变化外，企业也要提升产品集成能力，更加注重战略趋势研究，这

样，汽车零部件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新常态下，整车及零部件企业都不能像原来那样粗放式增长，而是要靠创新驱动发展，但这对企

业提出了挑战。目前中国零部件产业发展的现状，一是技术创新能力弱，研发手段不完善，独创

成果少；二是产品附加值、科技含量和价格低，缺乏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三是与世界先进制造

企业相比，制造工艺水平有一定差距；四是产品单位能耗高，品牌认可度不高；五是人才队伍不

合理，高端人才和基础应用人才不足。 

但同时，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技术又在快速发展。未来汽车市场、汽车产业会在市场、技术、

产业、格局方面有重大转变。国内不少大的集团化企业，不仅要实现国际化、集成化及专业化，

更要成为汽车行业值得依赖的零部件集成解决方案供应商。 



  重点培育新能源及智能汽车零部件 

  在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国家设定了四个方向：一是整车控制系统，二是插电

深度混合动力系统，三是新能源化结构和材料，四是先进动力电池。这些都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

零部件，也是汽车零部件的系统集成。 

公司在国内市场有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并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汽车零部件产品已

形成了大批量生产的能力，是国内有一定实力的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 

公司重视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拥有四家省级技术中心和一家国家级实验室，具备相对完善的模

具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公司产品品种齐全，覆盖了轿车、微型车、中型车、重型车、皮卡车和

客车等车型，具备为国内各车型配套能力和同步开发能力。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售

后服务体系。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181,043,269.19 3,658,589,143.27 -13.05 3,780,466,787.27 

营业收入 2,798,498,715.33 3,391,140,353.89 -17.48 3,361,211,067.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7,542,206.87 194,257,074.00 -39.49 173,239,507.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6,254,079.51 156,665,938.55 -38.56 155,593,171.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95,498,901.00 2,241,785,141.04 2.40 2,093,138,179.4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1,525,894.75 278,464,864.31 -56.36 451,520,693.3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48 -39.58 0.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48 -39.58 0.4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18 8.94 减少3.76个百分

点 

8.5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71,973,757.20 757,791,808.18 677,648,171.36 691,084,97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9,090.17 63,609,098.13 22,370,744.29 20,113,27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251,508.44 62,812,112.30 11,315,661.53 11,874,79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613.58 78,217,310.53 11,587,923.47 31,374,047.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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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8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0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

股有限公司 

42,749,482 149,623,188 37.0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721,187 37,524,155 9.28 0 无 0 国有

法人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7,580,226 26,530,792 6.56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473,425 8,656,988 2.14 0 无 0 其他 

孔洪飚 3,602,120 3,602,120 0.8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翟爱峰 2,600,081 2,600,081 0.6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英大保险资管－工商 800,000 2,400,000 0.59 0 无 0 其他 



银行－英大资产－泰

和资产管理产品 

北京泽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泽瑜锐进一

号私募基金 

2,210,000 2,210,000 0.55 0 无 0 其他 

高爱春 750,000 2,000,000 0.4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涛 1,927,120 1,927,120 0.4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一、第二大股东均为隶属同一实际控制

人的国有法人股东，这二位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受市场因素影响，部分产品市场订单出现下滑，主营业务、利润等受到影响，具

体经况如下： 

2018年，公司受市场宏观因素影响，市场订单出现下滑，经营情况不佳。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99 亿元，同比下降 17.48%；利润总额 1.54 亿元，同比下降 36.04%；成本费用占比 96.19%，

同比上升 2.01个百分点；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1.2亿元；经济状况较上一年有所下滑。但是公司班

子克服困难，在深化薪酬体系改革，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干部管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降

本增效和融入生产经营中心抓党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使公司资产质量、管理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 

（一）改革经营考核方式，让企业更关注自身发展需求 

2018 年初，公司修订了《所属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考核办法》，对原考核办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进一步突出效益导向，不再考核收入指标，重点将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的利润、员工收入紧密相连，

关注能体现企业管理水平和容易造成潜亏的“两金”、航品科研经费垫支等控制工作。牵引各企业

聚焦发展质量。2018年，9家企业营业利润同比提升。 

（二）紧盯航品的研发和交付工作，确保完成交付任务 

2018年，公司紧盯航品的研发和交付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航品科研和交付任务。在确保交付

的同时，针对应收账款大的问题，按照市场规则和诚信原则制定了协商、发出律师函、停止供货

等措施，必要时采取诉讼手段。 



（三）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协同、拓宽渠道 

2018年，公司组织所属企业加强与整车厂的交流，努力形成贵航股份的协同效应。全年共组织与

整车厂交流 4次；为宣传企业，拓展营销渠道，组织到境内外参展 2次。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企

业开拓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所属企业持续推动外委外协转回自制工作，加大贵航股份

内部协作力度，眼睛向内找市场。 

（四）深化企业改革，激发员工干事创业动力 

一是完成机构调整和“三定”改革，人员结构趋于合理。按“三定”目标要求，完成内部机

构改革和人员优化调整，全部取消了总助和副总师级岗位。在岗职工从 6912人减少到 6061 人，

管理人员占比从 15.67%减少到 13% ，技术人员占比从 12.65%增加到 15.69% ，工人占比从 66.16%

增加到 68.68% 。 

二是建立统一规范的薪酬和绩效体系并正常运行。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股份公司层面建立完

善各项薪酬、绩效管理制度，统一进行规范管理，以期尽快缩小各企业间人均收入及效率差距。

以绩效考评为导向，把个人业绩、团队业绩和企业整体效益结合起来；设立员工收入增长目标，

将员工收入与工作能力、绩效挂钩。基本建立员工价值评价体系，与企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畅通人才发展通道，体制机制基本形成。以校园招聘、“雏鹰”助学等方式，拓宽吸引人

才渠道，全年签定“雏鹰”学生 26名，招聘入职大学生 132人；提高入职大学生薪酬待遇，建立

与社会平均水平同步的收入增长机制。实施购房基金政策等引进和留住人才，以“赛马”机制为

人才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 

四是改革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干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干部全部采用竞聘制，所属企业领

导班子全部重新竞聘上岗，激发干部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解决了干部思想中“让我干”和“我要

干”的问题。全年来看，公司级领导干部职数从年初的 53 人减少到现在的 42 人，减少职数 11

人，降幅达到 20.1%。所属企业班子成员的配置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各企业全面推行 KPI 考核，

全体员工收入与每月企业效益挂钩，引导企业员工重视企业效益增长和内部增效工作。 

（五）抓实抓细降本增效工作，树立全员成本意识 

一是选准项目抓典型，制定措施保落实。2018年公司围绕技术、采购、生产、质量、销售、

技改等各方面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制定的《降本增效管理办法》提出了更加具体、可操作的措施

和要求，全年降本目标完成率达到 108%； 

二是咬紧目标不放松，一抓到底不手软。通过专题会部署，融入 KPI定期考核，业务部门跟

踪检查等方式，抓项目促落实，并逐年迭代，一年接着一年抓。公司降本增效理念全面普及、深

入人心。 

（六）开展“瘦身健体”专项治理，促进企业轻装上阵 

完成控股、参股企业减户数目标。全年完成输送带、河北鸿图、徐州林得、红阳宾馆等 4 户企业

股权转让。现上海能环、华阳宏达、重庆红阳等转让工作仍需继续推进。 

（七）加强依法规范管理，用制度管人管事初见成效 

一是依法办事，没法立法，员工基本养成按制度办事的习惯。从制度建设本身抓起，推进制

度的“立、改、废”。制度体系趋于完善，工作推行有章可循。 

二是强调法律意识，推动企业依法维权。全年来看，各企业按程序评审合同约 2000余份，预

防合同纠纷。对长期拖欠账款，不能及时履行的合同/协议，均采取发出公司函、律师函、诉讼等



多种措施，维护企业利益。 

三是按制度开展审计，规范企业管理行为。全年开展审计项目 29项，针对发现的管理问题，

列出问题清单，提出建议，全部整改完成。规范了债权债务处理、往来款结算，规范了工会会费

和党费账套设置，以审代查，督促各企业按章办事。 

（八）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  

一是落实“两个维护”，突出政治思想建设。开展“1122 党建工作体系”的宣贯，制定《基层党

组织达标晋级考核办法》，修订《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等,不

断完善党建体系制度建设。二是加强组织建设，提升规范化水平。全年共开展专题研讨 257 次，

学党章 299次，学系列讲话 429次，上党课 252次。发展党员 23名。完成了上级星级党组织“两

星级”复核；进行党支部工作典型案例选树，一个案例获得中航汽车一等奖。开展主题活动,进行

了 2 次“降本增效之旅”学习，组织了入党积极分子对万江机电、贵州永红创新工作室现场参观

学习。组织实施“学习十九大立功见行动”、“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实事求是闯

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等系列主题活动。突出规则意识，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房产处置

情况检查”、“集中采购专项检查”、“重点供应商管理”等 12次专项检查、审计，促进“问责”落

实；严格执行“规则”程序，有效运用“第一种形态”，开展提醒约谈 605人。激发员工创新精神，

推进和谐企业建设。开展劳动竞赛 118项，全年现场改善成果 96项，合理化建议提案 240项。积

极开展扶贫工作，履行社会责任。选派 5 名同志到紫云县、普定县任挂职干部和支教老师；为扶

贫提供 2.88万元项目资金支持；协调解决扶贫产品销售 23.2万；以支部为单位，开展对 16个贫

困户的对口帮扶工作。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58,779,182.5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1,341,191,751.8 



应收账款 982,412,569.27 款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4,949,843.46 应收股利 1,329.16 

其他应收款 14,948,514.30 

固定资产 620,903,768.98 
固定资产 620,903,768.98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80,363,910.97 
在建工程 80,363,910.97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32,556,877.2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820,412,189.48 

应付账款 687,855,312.20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20,659,236.4 应付股利 3,208,598.68 

其他应付款 217,450,637.72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3,997,114.08 

专项应付款 3,997,114.08 

管理费用 395,146,035.69 
管理费用 273,571,273.33 

研发费用 121,574,762.36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华阳电工、万江机电和上海红阳等 11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

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