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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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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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1.3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7,280,000.00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2018 年度不送股，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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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鸿顺 60392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一飞 仲亚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长兴路30号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

长兴路30号 

电话 0512-55373805 0512-55373805 

电子信箱 gl3602@jinhs.com gl3602@jinh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车身和底盘冲压零部件及其相关模具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公司具有较

强的汽车车身和底盘冲压零部件生产制造能力、同步开发能力及与整车制造商同步配套方案设计



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模具设计开发能力，为中国模具工业协会重点骨干企业。公司是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上汽乘用车、一汽大众、东南汽车、广汽菲克、广汽乘用车、福建奔驰、吉利汽车以

及东风裕隆等国内知名整车制造商的一级供应商，也是本特勒、博世、大陆汽车和弗吉亚、丰田

合成等著名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配套商。  

（二）经营模式  

根据本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公司主要采用行业内普遍的“接单生产”配套经营模式，即在通

过客户认证的前提下，由公司业务部获取客户的招标信息，并组织产品开发部、质量部、财务部

等部门共同协作完成标书，在产品成功中标后与客户签订供货合同，再按照订单进行批量采购、

生产、供货。 

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要分为销售、研发、采购、生产四个环节。在销售环节，公司首先需要取

得客户的认证和评审，成为其合格供应商，之后参与客户新项目的招标，公司客户包括整车制造

商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整车制造商之新产品中标并成功签订合同后通常采用“一品一点”配套模

式；在与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合作过程中，因其要求供货量较大，公司受产能限制，而采用“一

品一点”和“一品多点”并存的配套模式，后续的销售工作主要是获取客户订单、按照订单供货、销

售回款及售后服务。在研发环节，公司主要是将承接的新产品进行开发，通过工艺设计、工装设

计开发、样件试制、生产件批准等环节，实现产品的批量生产。在采购环节，公司主要根据产品

开发确定的原辅材料及外购件，通过供应商选择、日常管理、考核监督等采购管理体系，保证公

司生产计划的顺利进行。在生产环节，公司主要是根据产品开发确定的工艺，按照客户质量、数

量、时间等要求进行生产，保证客户产品的需求。  

（三）行业情况说明  

本公司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制造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C36）；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1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C36）下属的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业（C3660）。 

2018 年，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汽车行业面临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以及行业竞争态势加剧等不利局面，整体增长乏力，尤其是 2018 年下半年，随着消费不断趋

冷，汽车市场表现持续低迷，二十八年来首次出现全年负增长。2018 年我国汽车市场产销分别完

成 2,780.9 万辆和 2,808.1 万辆，同比下降 4.2%和 2.8%，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52.9 万辆和

2,371 万辆，同比下降 5.2%和 4.1%。 



2019 年，国内汽车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消费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预计仍将面

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19 年 1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

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提出有序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持

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加快

繁荣二手车市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等多项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将给国内汽

车市场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的提

升，我国汽车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行业仍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变革趋势的显现，汽车行业在“智能、环保”两

大主题的推动下，正在进入产品及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阶段。对零部件企业而言，在新能源汽车、

智能驾驶、轻量化等业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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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802,580.24 1,715,730,576.13 -4.37 1,101,761,829.81 

营业收入 1,069,736,468.66 1,042,442,069.45 2.62 901,058,76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237,354.77 90,577,736.02 -37.91 106,384,54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068,308.35 85,396,728.75 -48.40 97,689,14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7,989,794.84 1,113,752,440.07 2.18 506,984,68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781,632.94 -676,548.05 7,458.18 107,651,44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87 -49.43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87 -49.43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0 14.19 减少9.19个百分点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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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70,116.14 277,652,131.02 267,497,483.47 265,916,73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657,600.02 12,764,951.02 9,676,063.58 8,138,74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266,755.62 9,548,420.05 6,767,554.21 6,485,57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2,366,472.34 5,248,394.08 16,026,275.47 100,873,4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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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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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CRANE 

GROUP LIMITED 

0 62,130,029 48.54 62,130,029 无   境外法

人 

高德投资有限公司 0 24,702,555 19.30 24,702,555 无   境外法

人 

张家港众成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0 3,763,543 2.94 3,763,54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家港力同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0 3,146,917 2.46 3,146,917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家港众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2,256,956 1.76 2,256,956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黄国联 276,000 276,000 0.2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志斌 199,700 199,700 0.1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马海峰 174,900 174,900 0.1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蔡万为 169,500 169,500 0.1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华振 152,513 152,513 0.1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金鹤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持有金鸿顺 62,130,029 股，持

股比例为 48.54%，高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金鸿顺 24,702,555

股，持股比例为 19.30%。公司股东金鹤集团、高德投资、众

擎投资、众成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其中金鹤集

团系洪伟涵控制，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48.54%；高德投资系洪

建沧、洪伟涵控制，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19.30%；众擎投资系

洪伟涵控制，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1.76%；众成投资系洪伟涵通

过众擎投资间接控制，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2.94%。除上述关系

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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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973.65 万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 104,244.21 万元，同比增长

2.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623.74 万元，同比下降 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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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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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公司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影响数 



2017 年 12 末/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310,068,282.05    310,068,282.05  

应收票据    58,330,948.87               -      -58,330,948.87  

应收账款   251,737,333.18               -     -251,737,333.18  

其他应收款     2,268,757.32      3,120,173.99        851,416.67  

应收利息       851,416.67               -         -851,416.67  

固定资产   262,445,735.39    262,445,735.39               -    

在建工程    19,500,390.23     19,500,390.23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245,800,049.81    245,800,049.81  

应付票据    77,627,113.29               -      -77,627,113.29  

应付账款   168,172,936.52               -     -168,172,936.52  

应付利息     1,741,462.02               -       -1,741,462.02  

其他应付款       554,525.98      2,295,988.00      1,741,462.02  

管理费用    75,312,013.51     32,867,848.34    -42,444,165.17  

研发费用              -       42,444,165.17     42,444,165.17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影响数 

2017 年 12 末/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317,249,118.25    317,249,118.25  

应收票据    58,330,948.87               -      -58,330,948.87  

应收账款   258,918,169.38               -     -258,918,169.38  

其他应收款   101,773,856.12    102,625,272.79        851,416.67  

应收利息       851,416.67         -851,416.67  

固定资产   200,682,458.56    200,682,458.56               -    

在建工程     8,481,439.27      8,481,439.27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273,661,541.64    273,661,541.64  

应付票据    78,627,113.29               -      -78,627,113.29  

应付账款   195,034,428.35               -     -195,034,428.35  

应付利息     1,741,462.02               -       -1,741,462.02  

其他应付款    10,016,786.80     11,758,248.82      1,741,462.02  

管理费用    67,004,736.85     27,415,380.92    -39,589,355.93  

研发费用              -       39,589,355.93     39,589,3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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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张家港鸿洋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

港市 
张家港市金港镇 制造业 100 -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海宁金鸿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浙江省海宁

市 
海宁市尖山新区 制造业 100 - 设立 

长沙金鸿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

市 

长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 
制造业 100 - 设立 

重庆伟汉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长寿区 制造业 100 - 设立 

沈阳金鸿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

市 
沈阳市大东区 制造业 100 - 设立 

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福建省闽侯

县 
闽侯县青口镇 制造业 100 - 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