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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5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9-017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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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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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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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879,6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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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威 股票代码 0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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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银凤 李亚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 

电话 0575-86298339 0575-86298339 

电子信箱 yinfeng.zhang@wfjt.com ya.li@wfj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轮毂、环保达克罗涂覆、轻量化镁合金以及模具冲压件业务。 

1、铝合金轮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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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力于高端铝合金轮毂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以优质的产品服务全球知名主机厂商。汽

车铝合金轮毂定位中高端市场，充分开发国内自主品牌客户，持续落实“26313”市场布局（美系通用、福特；

欧系大众、宝马、奔驰、菲亚特克莱斯勒、标致、路虎；日系丰田、本田、日产；韩系现代-起亚；中国奇

瑞、比亚迪、江淮），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摩托

车铝合金轮毂市场拓展以“两印两巴一中”为主导，以“本田和雅马哈”为主，大长江、铃木、HERO等为补

充的全球市场布局，作为全球摩托车铝合金轮毂行业的第一家智能制造企业，通过不断转型升级，成功入

选2017年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018年持续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政策，重点开拓印度市场，依托国

际化环境进行人才建设，开拓全球产业发展新局面。 

2、环保达克罗涂覆业务 

公司环保达克罗涂覆业务专注涂覆表面处理、溶液制造以及涂覆设备生产等贯穿达克罗涂覆行业全产

业链的生产及技术应用，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质量最完善、涂覆种类最为齐全的涂覆加工企业。拥有世

界先进的无铬涂覆生产线，确保产品品质达到“欧盟ROHS环保指令”标准，通过引进、吸收德国前沿技术，

研发的多功能复合涂层多次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上海市重点新产品”及“中国环保产品质量信得过重

点品牌”荣誉；与德尔塔、久美特、锌美特、佳美特等世界著名品牌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轨道交通、汽车、工程及桥梁等领域，市场空间巨大。 

3、轻量化镁合金业务 

镁合金具有密度小、比强度和比刚度高、良好的抗腐蚀和抗电磁辐射能力、以及良好的充型流动性和

可再生利用性等一系列优点，使其在汽车、电子、家电、通信、仪表及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

镁合金部件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工业中的应用持续快速增长，随着世界汽车业的发展，轻量化镁

合金结构件将成为最主要的镁合金应用领域。 

公司作为轻量化镁合金材料深加工业务全球领导者，以万丰镁瑞丁、威海镁业为平台从事镁合金部件

的研发、设计、生产及产品市场拓展，并具备将产品应用推广到交通、国防以及其它行业应用的能力。生

产基地布局英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销售网络遍布全球主要市场；产品包括仪表盘骨架、动

力总成件、前端载体、支架类、后提升门内板、方向盘、座椅等汽车部件；业务主要集中在北美市场，大

力开发国内市场，客户主要为保时捷、特斯拉、奥迪等等全球高端品牌。多项产品荣获北美压铸协会大奖、

美国铸造学会设计大奖、IMA汽车制造产品类别卓越奖、国际压铸竞赛大奖等多项国际奖项。报告期内，

镁合金新材料国产化进程效果显著，镁瑞丁新材料产能得到进一步释放，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3,669.95万

元。 

4、模具冲压件业务 

公司于2018年6月完成了无锡雄伟95%股权收购交割，公司主营业务增加模具冲压件。无锡雄伟主要产

品包括汽车冲压件和模具，专注于汽车车身系统，主要生产座椅零部件和车身附件，包括座椅骨架及调节

结构、安全带扣、安全气囊、门铰链等，拥有较强的模具研发设计能力，通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知

名厂商延锋江森、佛吉亚、博泽、高田、麦格纳、奥托立夫等核心供应商，多次获得延锋江森、佛吉亚等

知名客户“最佳供应商”、“优秀供应商”等荣誉，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塑造了优质的品牌形象，是江苏

省民营科技企业、无锡市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模具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江苏省模具协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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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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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005,069,692.59 10,177,226,827.99 8.13% 9,485,725,90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699,967.31 900,563,289.50 6.46% 957,961,36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675,219.16 769,603,526.16 -4.67% 890,759,19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6,448,423.97 972,952,924.11 35.30% 1,343,409,11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3% 15.96% -2.03% 20.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392,895,948.68 10,049,137,584.54 33.27% 9,288,540,45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30,544,402.36 6,009,167,679.54 5.35% 5,303,838,0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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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1,101,239.91 2,624,712,194.44 2,833,721,610.90 2,965,534,6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500,493.48 331,439,185.67 227,598,545.89 174,161,74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090,075.80 289,611,292.74 210,677,942.16 29,295,90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589,044.40 603,417,568.93 -237,916,905.68 715,358,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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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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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8% 1,009,922,929  质押 806,70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5.87% 128,414,138    

陈爱莲 境内自然人 4.46% 97,525,560 73,144,170 质押 79,380,00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

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 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26% 93,215,19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鑫康 1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4%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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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浙江万丰奥威汽轮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8% 45,429,282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品 
其他 1.94% 42,329,49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42,2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9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3% 39,983,74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吉祥如意 2 号定向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8% 36,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6.18%的股

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陈爱莲女士持有公司 4.46%的股份，并持有万

丰集团 39.6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中建信基金－

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为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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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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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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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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紧紧围绕“产业定位大交通领域，以人为本、依法治企，创新驱动、信息引领，以市

场优化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保障，以经营质量为中心，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上市公司”的经

营指导思想开展工作。凭借全球化服务水平、技术品牌、产业整合等优势，巩固各业务领域行业领先地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国内汽车实现产量2,780.9万辆，同比下降4.16%，其中，乘用车实现

产量2,352.9万辆，同比下降5.15%，面临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内国外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公司始终

专注实体经济，弘扬工匠精神，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05亿元，同比增长8.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9.59亿元，

同比增长6.46%。 

1、坚持市场导向，优化客户结构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提前3-5年规划市场需求。2018年度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拓展日本主机

市场，设立日本子公司，启动丰田、本田、日产在北美市场的开拓，重点加大了国内市场开发力度，进入

戴姆勒奔驰、广汽三菱市场、越南PSA市场，实现向东风日产供货。摩托车铝合金轮毂业务市场订单充足，

印度本地化供货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主要客户调增销售价格，增加了盈利能力，同时新开发了印度电

动车Ather、英雄AABM、菲律宾KTM、台湾金华兴等客户。达克罗涂覆业务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完成主

要客户的商务洽谈和价格调整。轻量化镁合金业务进一步提高大吨位产品比重，如仪表盘支架、前端模块

支架等，加大业绩贡献力度，市场开拓以北美市场为基础，重点开发国内合资和本土汽车品牌，获得了北

京奔驰、长安福特合资品牌及众泰、小鹏、上汽本土品牌项目订单，进一步拓展了镁合金产品国产化市场。 

2、扩大产能建设，驱动智造转型升级 

吉林二期年产300万套高端汽车轮毂智慧工厂建设项目于2018年下半年投产；公司结合市场对环保涂

覆的强烈需求，充分运用上海达克罗和宁波达克罗的核心技术和规模优势，积极布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年产9万吨无铬达克罗涂覆建设项目，推进镁合金部件涂覆应用，同时在航天军工应用领域不断突破，完

成神州12号返回仓固体发动机核心配件的生产订单交付。 

为加快数字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管理，以精益生产为管理核心，以受控为目的的生产管控模式的转变，

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生产成本降低，通过信息化建设引领智慧制造不断发展，当前，年产600万件高强韧

摩轮智慧工厂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已取得显著成效，满线率、综合制成率、铸造班产、机加工班产等各项运

行指标大幅提升，2018年万丰摩轮轻量化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和吉林万丰新能源汽车轮毂

单元智慧工厂建设项目荣获国家工信部、财政部 2018年智能制造专项应用方向立项项目。镁合金产品继

续加大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市场拓展力度，发挥加拿大全球技术研发中心优势，加速国产化生产，实

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快速开发高效率嫁接，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万丰镁瑞丁墨西哥子公司扩产项

目建设计划。 

3、发挥产业整合优势、丰富业务结构 

为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发挥产业整体协同效应，增强公司后续发展动力，公司根据现有产业布局的

发展需求，完成了无锡雄伟95%股权收购，拓展了公司现有产品结构，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 

无锡雄伟主要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铝合金轮毂、轻量化镁合金部件同属于汽车部件，产品终端应

用均为汽车市场，在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及销售模式方面均具有共通性，形成了协同发展、互相促进、资

源共享的良性互动。无锡雄伟优秀的模具设计能力和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使其形成了连续模、多工位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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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冲压生产线优势，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模具研发、冲压工艺联动的格局。 

    4、精益管理、高质量管控，塑造品牌标杆 

公司以精益生产为管理重心，深入推进内部运营指标在生产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从源头强化质量管控，

提升质量数据的追溯采集，精确制导内部改进，做好模具设计、制作维护等各过程的质量控制，生产过程

全面推进分层审核，确保员工自主质量把关工作有效开展。 

公司始终以信息化建设引领智慧制造，完善信息化平台运行业务流程与管理制度，以品质管理提升品

牌形象，荣获多项国际奖项、国家级优秀QC奖项，优质的产品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不断塑造行业新标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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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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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合金轮毂 6,721,956,711.12 5,440,720,153.93 19.06% 2.63% 3.52% -0.69% 

镁合金压铸产品 2,732,890,629.43 2,153,267,160.03 21.21% 3.71% -2.08% 4.66% 

涂层加工 343,396,933.92 195,115,138.62 43.18% -11.21% -0.96% -5.88% 

金属铸件 260,178,639.20 184,176,696.63 29.21% 7.12% 6.72% 0.27% 

冲压零部件 497,988,798.92 372,966,887.06 25.11%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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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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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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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5月25日，公司在日本设立子公司万丰日本株式会社，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增加万丰日本株式

会社。 

    2、2018年6月1日，公司完成收购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增加无锡雄

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3、2018年6月5日，公司子公司上海达克罗在浙江嘉兴平湖设立浙江万丰上达涂复科技有限公司，公

司报表合并范围增加浙江万丰上达涂复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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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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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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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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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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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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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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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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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