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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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8,129,563.25元，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的 10%提取盈余公积金 2,277,176.72 元，加上年初未

分配利润 277,773,529.44元，扣除 2018年已分配现金股利 30,144,450.00元，2018年可供分配

利润为 283,481,465.97元。公司本年度拟以 2018 年年末的总股本 203,21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共计 12,192,6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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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龙股份 60317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勇 戴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金达路78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金达

路788号 

电话 0574-88167866 0574-88167898 

电子信箱 alex.yong@sheng-long.com d.dai@sheng-l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动力总成领域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发动机油泵、凸轮

轴、变速箱油泵、分动箱油泵等发动机、变速箱零部件，产品主要为汽车主机厂提供配套。公司

成立时全面承接了圣龙集团汽车零部件相关业务，并通过自主研发、兼并收购等形式实现技术升

级、产品升级，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产品升级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如下图所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公司主要是作为汽车发动机/变速器制造商的一级配套商

直接向其配套供货。由于每一款发动机/变速器都有不同的技术规格，公司需要根据每款发动机/

变速器设计与之配套的零部件，因此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拉动式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

订单组织生产。从订单获取到制造完成交付并发运，公司已经形成了客户计划、产品机加工、总

成产品装配、最终性能检测的完整业务流程。 

2、采购模式  



在采购环节方面，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对全球供应商进行统一管理，从 QSTP(质

量保证能力、服务响应能力、技术开发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考核以确保对供应商的

优选。对通过考核的供应商建立合格供应商目录并将其定义为公司全球采购体系内供应商。公司

会基于成熟的供应商评价体系（覆盖质量检测、PPM、及时交付率等多维度），对供应商进行年度

评定、审核和评级，只有被评定为 B级及以上的供应商才能被列入下一年度合格供应商名单。3、

销售模式 公司作为国内外二十多家主机厂的一级供应商，产品均以直销的销售方式进行定点定向

供货。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优良的市场信誉，不断拓展新客户并不

断扩大产品在已有客户中的销售份额。在售后服务方面，公司建立了在主要客户所在地派驻售后

技术人员的贴近客户的售后服务体系。 

（三）行业情况  

1、汽车行业概况 

（1）全球汽车行业概况全球汽车行业经过不断的革新和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产业之一。由于汽车行业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综合性强、技术要求高、附加值高，在全球主

要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全球汽车市场遇冷，结束了连续

7 年上涨趋势，2018 年首次出现全球汽车销量下滑。2018 年全球汽车销量为 9560 万辆，较上年

同比下降 1.24%；2018 年的上半年，全球市场表现相对出色，保持了一定增长势头。但从下半年

开始，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大汽车市场开始出现了销量下滑情况，最终导致全球汽车销量七年来首

次下滑。 

（2）中国汽车产业概况汽车工业产业链长、覆盖面广、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在中国国民经

济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汽车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也在不断加强， 并成为支撑和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之一。截止 2018 年，中国

汽车年销量已连续 10 年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 2.31 亿辆，保有量占全球 20%，销量占

全球 30%。2018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 2.31亿辆，汽车保有量与 2017年相比，2018年全年增加

2215.33万辆，增长 10.60%。汽车占机动车的比率持续提高，近五年占比从 54.93%提高至 70.17%，

已成为机动车构成主体。2018年，全年共产销 2780.92 万辆和 2808.06万辆汽车，同比缩减 4.16%

和 2.76%。其中：乘用车产销 2352.94万辆和 2370.98 万辆，同比缩减 5.15%和 4.08%；商用车产

销 427.98万辆和 437.08万辆，同比增长 1.69%和 5.05%。 

（3）新能源汽车概况 2018 年全球汽车市场虽然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仍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较低，但增速较快。以中国为例，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127万辆和 12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9.9%和 61.7%。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6

万辆和 98.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7.9%和 50.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为 28.3 万辆和

27.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和 118%；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均完成 1527辆。12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21.4万辆和 22.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3.4%和 38.2%。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17.7万辆和 19.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2%和 33.5%；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6

万辆和 3.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8%和 67.9%。 

2、汽车零部件行业概况 

汽车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周期受宏观经济形式影响较大。汽车行业趋势基

本与宏观经济一致。同时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其生产和销售受季节的影响较

小，但生产和销售受下游整车行业生产计划影响较大。目前全球汽车零部件主要围绕整车市场的

快速发展而布局， 正向以中国等新兴市场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快速转移。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主要

分布在亚太地区、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得益于主机厂的引领与带动，中国市场在

全球市场的贡献十分突出。 

3、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说明 

公司当前的核心业务为汽车发动机油泵、自动变速器油泵、分动器油泵、真空泵、凸轮轴以

及离合器总成、行星齿轮架等自动变速器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公司领先的发动机和自动变

速器变排量油泵技术，以及装配式凸轮轴技术，不仅能够满足当前市场在节能减排和轻量化方面

的需求，更通过不断应用和创新，与诸多客户同步完善润滑和进排气系统的设计。同时，随着公

司研发及系统集成技术和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逐步改变了发动机和变速器系统部件作为汽车关

键零部件一直依赖进口或者从合资公司采购的局面，使得国产零部件替代进口零部件的趋势不断

扩大，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和研发，在发动机油泵、变速器油泵、真空泵、自动变速器等领域实现

了与各主机厂全球同步开发。基于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公司已提前进行长

远布局，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已成功研发出轮毂电机总成和混和动力变速器总成等前瞻

性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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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318,328.94 2,105,477,172.68 -0.44 1,520,154,331.13 

营业收入 1,310,759,324.56 1,575,571,185.32 -16.81 1,253,115,589.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129,563.25 94,476,537.64 -59.64 79,701,510.2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944,491.16 74,893,545.46 -69.36 67,575,625.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43,125,409.38 819,473,638.33 2.89 407,080,626.8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3,634,208.19 144,432,722.05 47.91 145,832,881.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50 -62.00 0.5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50 -62.00 0.5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63 13.52 减少8.89个百分

点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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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70,546.99 

326,306,865.

28 
330,471,492.69 304,110,4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800,403.45 

11,681,062.6

9 
10,795,725.05 -5,147,62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6,918,128.05 9,437,315.71 9,299,414.57 -12,710,36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940,358.97 -3,997,144.09 35,599,081.55 70,091,9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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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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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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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圣龙（集团）有限

公司 

  122,698,500 60.38 122,698,5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宁波禹舜商贸有限公

司 

  10,294,100 5.07 10,294,1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宁波圣达尔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0 3.94 8,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罗力成   5,147,100 2.53 5,147,1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雅卿   3,860,300 1.90 3,860,3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朱杭英   1,086,936 0.53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琦 413,136 831,880 0.41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文昌   657,000 0.32 459,9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君 566,300 566,300 0.28   无   境内

自然

人 

潘婷婷 480,000 480,000 0.24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雅卿与罗力成分别持有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25%和 35%

的股权；宁波禹舜商贸有限公司系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陈雅卿系宁波圣达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雅卿与罗力成为母子关系。除



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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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所处汽车零部件行业受到汽车行业整车产销量双降的宏观因素影响，公司主

要客户长安福特产销量大幅下滑，向其供应的凸轮轴和变速箱油泵产品大幅减少，导致产品销售

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减少；公司新产品线变速器零件处于前期开发及小批量生产阶段，单位成本

较高；公司 2017年 11 月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确认股权激励成本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综上所述，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075.93 万元，对比去年同期下降 16.81%，其

中发动机油泵销售收入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变速箱油泵销售收入下降 57.93%，凸轮轴销售收入

下降 47.92%，分动箱油泵销售收入下降 18.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2.96万

元，对比去年同期下降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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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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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98,302.0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472,436,676.62  

应收账款 343,738,374.56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776,815.89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76,815.89 

固定资产 653,381,040.37 
固定资产 653,381,040.37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69,620,141.80 
在建工程 169,620,141.8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9,772,519.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382,579,382.92  

应付账款 362,806,863.52 

应付利息 930,675.19 

其他应付款 33,622,726.6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2,692,051.48 

管理费用 165,976,746.05 
管理费用 68,663,779.58  

研发费用 97,312,966.47 

营业外收入 1,442,951.83 营业外收入 1,344,954.37 

其他收益 21,114,821.07 其他收益 21,212,818.5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26,146,666.0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7,726,666.08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1,580,0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580,0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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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宁波圣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龙进出口）、宁波圣龙浦洛西凸轮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圣龙浦洛西）、浦洛西圣龙（湖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浦洛西）、湖州

圣龙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圣龙）、宁波圣龙智能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

龙智能)、SLW AUTOMOTIVE,INC.（以下简称美国 SLW公司）和 SLPT Deutschland GmbH （以下简

称圣龙德国公司）7 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