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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董事会报告 

一、概述 

2018年，汽车市场结束了持续了28年的高增长阶段，首次进入负增长。产业变革日新月异，

消费升级日趋明显，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汽车产业正进入全面转型阶段。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统计分析，2018年汽车产销增速低于预期，乘用车产销低于总体，商用车产销同比增长，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全年产销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同比下降4.2%和2.8%。

其中，乘用车销售2371万辆，同比下降4.1%；商用车销售437.1万辆，同比增长5.1%；新能源

汽车销量125.6万辆，同比增长61.7%。 

2018年，面对复杂的宏观形势和严峻的市场环境，在广大股东的信任支持和全体员工顽强

拼搏下，公司努力克服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力促经营谋发展，确保全年业绩稳定增长，

确保“十三五”增速发展。公司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以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产品为主，

具备自主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资源布局的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目标迈进。 

1.承压奋进，业绩逆势再创新高。在国内汽车行业首次负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公司全年

业绩实现逆势增长。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8.52亿元，同比增长9.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82亿元，同比增长6.02%，营业收入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均突破了历史最好水平。

“十三五”以来，始终保持20%的复合增速，其中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21.9%，归属母公司净

利的复合增长率为20.5%，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积蓄强劲动力。 

2.力促转型，着力布局产业新方向。以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为产品发展方向，在原

有六大产品系列的基础上，以底盘、热系统、泵业、E事业四大事业部为核心，提升研发能力，

完善资源布局。新能源产品蓄势待发，以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逆变器为开端向电动化零部

件转型升级，逐步完善电驱动系统的产品布局。为德国大众MEB电动车配套的以生产电驱动总

成核心部件逆变器而设立的控股公司富奥法雷奥西门子于2018年落户长三角并投入运营；自

主逆变器已获中国一汽自主逆变器产品订单。新能源热系统产品持续发力，通过对热系统产

品业务结构及企业结构调整，成立了以生产新能源汽车空调、电动压缩机等系列产品的热系

统事业部，五地十二厂高效运转，具有完善的产品系列优势和市场协同优势。 

3.把握机遇，全力拼抢市场订单。2018年，公司克服了行业下行、主机厂降价等诸多困

难，全力开拓市场，收入创造历史新高，比“十二五”末期翻了一翻。全面实施订单管理，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董事会报告 

3 

稳步提升一汽大众、一汽解放、红旗公司等现有产品配套份额，保证后续换代车型的订单获

取；大力开发如吉利、长城、江淮、北汽福田、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等社会配套市场。与

重点客户如中国重汽、长城汽车、东风小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与东风零部件合资成

立富奥东风泵业公司，进一步拓展东风市场。                                                                                       

4.做强自主，研发事业成效显著。通过多年研发积累和培育，自主研发成果显著，获得

了国内外整车客户的高度认可，逐步向“自主开发、同步开发”目标迈进。底盘事业部已具

备自主正向研发能力，能够实现完整的结构正向设计、仿真分析、试制、试验设计及验证，

满足客户对底盘结构件可靠性及轻量化的需求，以其高效的产品开发能力获得拜腾后副车架

等多个自主车型底盘开发项目；同时取得了大众BMSV、AudiA3的底盘装配项目；泵业事业部

凭借自身的研发能力和体系管理能力获得德国大众集团国际订单，电动化泵类研发也在稳步

推进；传动轴产品及技术研发能力获得了欧洲商用车客户卡玛斯的认可。同时，公司注重增

加研发投入，2018年研发投入2.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1%，助推研发事业深入开展。 

5.坚持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在新一轮产业转型中，国际化也是公司应对产业变革的重

点。以开放心态加强与整车企业互利合作，促进整零协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加大海外市场布局力度，深耕欧洲与北美，先后获取墨西哥大众串联泵项目、俄

罗斯卡玛斯传动项目的国际订单。未来将以海外订单为依托，加快推动海外建厂，以全球资

源布局为最终目标，成为国际化零部件集团。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2、收入与成本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7,852,536,417.15 100% 7,193,263,144.16 100% 9.17%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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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 8,021,559,962.84 102.15% 7,336,293,698.39 101.99% 10.03% 

内部抵消数 -169,023,545.69 -2.15% -143,030,554.23 -1.99% -53.31% 

分产品 

 转向及安全系统  356,517,514.80 4.54% 379,550,599.57 5.28% -6.07% 

 制动和传动系统  721,783,406.21 9.19% 737,656,281.04 10.25% -2.15% 

 发动机附件系统  1,020,450,268.42 13.00% 1,025,807,762.41 14.26% -0.52% 

 环境系统  1,348,829,061.66 17.18% 887,778,741.82 12.34% 51.93% 

 底盘系统  3,266,861,614.51 41.60% 3,062,387,003.22 42.57% 6.68% 

 汽车电子  18,351,203.50 0.23% 12,286,334.33 0.17% 49.36% 

紧固件产品及其他 1,288,766,893.74 16.41% 1,230,826,976.00 17.11% 4.71% 

内部抵消数 -169,023,545.69 -2.15% -143,030,554.23 -1.99% 18.17% 

分地区 

东北 4,793,572,053.53 61.03% 5,243,144,479.13 72.89% -8.57% 

华北 699,395,608.73 8.91% 747,525,101.65 10.39% -6.44% 

西北 1,236,597.41 0.02% 355,247.86 0.00% 248.09% 

华中 142,781,233.92 1.82% 128,016,479.01 1.78% 11.53% 

华东 1,584,539,378.45 20.17% 615,860,363.51 8.56% 157.29% 

西南 703,302,411.76 8.96% 537,157,266.60 7.47% 30.93% 

华南 59,708,544.72 0.76% 41,581,952.52 0.58% 43.59% 

欧洲  0.00% 272,810.92 0.00% -100.00% 

北美洲 31,809,291.98 0.41% 21,842,918.47 0.30% 45.63% 

大洋洲  0.00% 27,258.79 0.00% -100.00% 

亚洲其他国家 5,214,842.34 0.07% 509,819.93 0.01% 922.88% 

内部抵消数 -169,023,545.69 -2.15% -143,030,554.23 -1.99% 18.17%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零部件 8,021,559,962.84 6,769,381,661.81 15.61% 9.34% 13.19% -2.87%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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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附件系

统  
1,020,450,268.42 823,665,456.94 19.28% -0.52% -0.72% 0.16% 

 环境系统  1,348,829,061.66 1,126,004,139.68 16.52% 51.93% 60.82% -4.61% 

 底盘系统  3,266,861,614.51 2,910,452,716.96 10.91% 6.68% 11.16% -3.59% 

 紧固件及其他  1,288,766,893.74 993,033,363.05 22.95% 4.71% 10.19% -3.83% 

分地区 

东北 4,793,572,053.53 3,997,296,011.22 16.61% -8.57% 19.26% -2.01% 

华东 1,584,539,378.45 1,423,310,010.65 10.18% 157.29% 182.58% -7.31%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1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底盘系统 

销售量 万件 2,096.01 2,279.12 -8.03% 

生产量 万件 2,064.09 2,220.99 -7.06% 

库存量 万件 97.28 129.2 -24.71% 

环境系统 

销售量 万件 503.45 277.7 81.30% 

生产量 万件 506.66 274.2 84.77% 

库存量 万件 13.97 10.77 29.75% 

转向及安全系统 

销售量 万件 112.25 122.39 -8.29% 

生产量 万件 112.98 125.33 -9.85% 

库存量 万件 3.91 3.18 23.20% 

发动机附件 

销售量 万件 545.26 544.35 0.17% 

生产量 万件 550.08 527.86 4.21% 

库存量 万件 33.99 29.17 16.52% 

制动与传动系统 

销售量 万件 58.08 64.53 -10.01% 

生产量 万件 57.75 56.22 2.72% 

库存量 万件 1.07 1.39 -23.18% 

电子电器 

销售量 万件 39.74 1.76 2,154.97% 

生产量 万件 42.97 1.7 2,425.94% 

库存量 万件 3.79 0.56 578.60%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富奥翰昂公司于2018年2月成为合并口径单位，当年2-12月份销量2573574件，导致环境系统的销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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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9月，富奥电子电器分公司开始为长春盖尔瑞孚艾斯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配套，2018年批量投产，销量大幅提升。 

（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零部件 营业成本 6,769,381,661.81 102.06% 5,980,320,131.86 102.03% 13.19% 

内部抵销数 营业成本 -136,511,856.95 -2.06% -118,864,398.59 -2.03% 14.85% 

合计 营业成本 6,632,869,804.86 100.00% 5,861,455,733.27 100.00% 13.16%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转向及安全系统 营业成本 306,080,609.96 4.61% 346,616,413.64 5.91% -11.69% 

制动和传动系统 营业成本 591,065,279.21 8.91% 574,076,549.55 9.79% 2.96% 

发动机附件系统 营业成本 823,665,456.94 12.42% 829,653,787.94 14.15% -0.72% 

环境系统 营业成本 1,126,004,139.68 16.98% 700,159,057.45 11.95% 60.82% 

底盘系统 营业成本 2,910,452,716.96 43.88% 2,618,227,133.10 44.67% 11.16% 

汽车电子 营业成本 19,080,096.01 0.29% 10,397,469.51 0.18% 83.51% 

紧固件产品及其

它 
营业成本 993,033,363.05 14.97% 901,189,720.67 15.37% 10.19% 

内部抵销数 营业成本 -136,511,856.95 -2.06% -118,864,398.59 -2.03% 14.85% 

合  计 营业成本 6,632,869,804.86 100.00% 5,861,455,733.27 100.00% 13.16% 

说明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 是 □ 否  

本公司2018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8户，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3户，分别为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公司、东

风富奥泵业有限公司和富奥法雷奥西门子电动汽车零部件（常熟）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1月22日，本公司与翰昂系统株式会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所拥有的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5%的股权，同日双方签署《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第十三次修正案》并任命董事会成员，修订后

的合资合同符合合并报表要求；2018年1月30日完成工商变更；确定最终购买日为2018年2月1日，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富

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公司持有股份为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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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富奥泵业有限公司和富奥法雷奥西门子电动汽车零部件（常熟）有限公司为2018年新设控股子公司。 

（7）公司报告期内业务、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5,321,193,278.8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67.7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67.76%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1,956,497,624.25 24.91% 

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657,720,730.23 21.11% 

3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714,965,734.26 9.10% 

4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 644,355,937.23 8.21% 

5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347,653,252.90 4.43% 

合计 -- 5,321,193,278.87 67.7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870,247,600.0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6.9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4,810,000.00 6.31% 

2 中信泰富钢铁有限公司 228,060,000.00 4.43% 

3 黄骅聚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24,060,000.00 2.41% 

4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105,597,600.00 2.05% 

5 沈阳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87,720,000.00 1.70% 

合计 -- 870,247,600.00 16.91%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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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3、费用 

单位：元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244,923,408.20 282,894,995.11 -13.42%  

管理费用 539,645,764.24 469,712,377.80 14.89%  

财务费用 -16,240,327.07 -10,639,908.87 -52.64% 利息收入增加 

研发费用 213,964,694.64 162,608,021.29 
                           

31.58%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4、研发投入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研发工作遵循公司“突出自主研发，走技术发展之路”的战略目标，紧紧围绕 “定目标、建队

伍、配机制、强投资”的研发工作指导方针，持续推进研发体系建设、强化两级研发管理、加强核心技术

的研究和积累、逐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研发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载体，做到有项目、有目标、有机

制、有措施的全面研发预算，并基于两级研发系统的实际特点，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管

理，对重点的产品研发项目、技术研发项目进行管理和持续推进，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大众集团墨西哥

串联泵产品及技术开发已通过认可、一汽轿车X80的副车架等底盘产品、电控减振器开发、俄罗斯卡玛斯

传动轴产品开发、一汽大众电动车MEB平台及红旗电动车等新能源车环境系统开发、红旗E115电机逆变器

产品等自主研发项目上取得阶段性成果。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965 905 6.63%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2.61% 13.00% -0.39% 

研发投入金额（元） 213,964,694.64 162,608,021.29 31.5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2.72% 2.26% 0.46%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0.00 0.00 0.00%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

的比例 
0.00% 0.00% 0.00%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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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74,555,057.93 5,835,118,617.45 17.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32,469,507.23 5,278,493,489.44 2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2,085,550.70 556,625,128.01 -38.5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1,790,606.21 493,676,892.53 -6.4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4,327,306.93 363,256,632.32 66.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2,536,700.72 130,420,260.21 -209.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1,836,105.44 59,900,000.00 437.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5,718,683.94 444,042,038.57 -6.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882,578.50 -384,142,038.57 75.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400,350.14 302,715,610.44 -65.51%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8.54%，主要是本期支付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66.36%。主要是本期支付土地、设备款及支付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09.29%。主要是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及支付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款项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加437.29%，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5.56%，主要是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65.51%，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支付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非主营业务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667,189,530.52 73.96%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 632,088,574.15 元；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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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按购买日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产生的投资收益

35,100,956.37 元。 

四、资产及负债状况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货币资金 
1,589,840,102.

03 
13.61% 

1,485,439,751.

89 
14.33% -0.72%  

应收账款 
1,719,701,694.

43 
14.72% 

1,596,653,173.

24 
15.41% -0.69%  

存货 
705,058,347.0

5 
6.04% 633,919,737.12 6.12% -0.08%  

投资性房地产 64,244,567.87 0.55% 74,946,981.86 0.72% -0.17%  

长期股权投资 
2,314,826,172.

79 
19.82% 

2,280,920,000.

12 
22.01% -2.19%  

固定资产 
2,227,522,458.

26 
19.07% 

1,773,438,968.

51 
17.11% 1.96%  

在建工程 
346,778,789.2

5 
2.97% 313,501,213.09 3.02% -0.05%  

短期借款 
244,961,105.4

4 
2.10% 59,900,000.00 0.58% 1.52%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年末用于借款抵押的资产账面价值共计99,075,814.92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为55,670,695.45元，土地使用权账面价

值为43,405,119.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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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状况 

1、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139,622,500.00 8,400,000.00 1,562.17%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被投资

公司名

称 

主要业

务 

投资方

式 

投资金

额 

持股比

例 

资金来

源 
合作方 

投资期

限 

产品类

型 

截至资

产负债

表日的

进展情

况 

预计收

益 

本期投

资盈亏 

是否涉

诉 

披露日

期（如

有） 

披露索

引（如

有） 

富奥翰

昂汽车

热系统

（长

春）有

限公司 

制造业 收购 
16,000,

000.00 
55.00% 自筹 

翰昂系

统株式

会社 

25 年 
汽车零

部件 
完成  

180,22

8.26 
否 

2018 年

01 月

24 日 

公告编

号：

2018-0

2 

东风富

奥泵业

有限公

司 

制造业 新设 
35,000,

000.00 
70.00% 自筹 

东风汽

车零部

件（集

团）有

限公司 

30 年 
汽车零

部件 
完成  

77,653.

32 
否 

2018 年

04 月

26 日 

公告编

号：

2018-1

7 

富奥法

雷奥西

门子电

动汽车

零部件

（常

熟）有

限公司 

制造业 新设 
63,125,

000.00 
50.50% 自筹 

法雷奥

西门子

汽车电

子德国

有限公

司 

50 年 
汽车零

部件 
完成  

-2,241,

436.46 
否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公告编

号：

2018-0

4 

富奥翰

昂汽车

零部件

（长

春）有

限公司 

制造业 新设 
24,885,

000.00 
45.00% 自筹 

翰昂系

统株式

会社 

30 年 
汽车零

部件 
完成  

-985,61

4.12 
否 

2018 年

01 月

24 日 

公告编

号：

201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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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139,01

0,000.0

0 

-- -- -- -- -- -- 0.00 
-2,969,

169.00 
-- -- --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1、出售重大资产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出售重大资产。 

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采埃孚富奥 参股公司 制造业 174,490,000. 1,188,726,47 464,659,701. 4,255,041,65 251,705,526. 187,97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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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技术（长

春）有限公司 

00 1.59 59 7.40 65 90 

天合富奥汽

车安全系统

（长春）有限

公司 

参股公司 制造业 
104,000,000.

00 

2,404,917,37

9.60 

878,982,910.

61 

8,070,258,92

9.75 

497,614,667.

00 

459,411,108.

80 

长春富奥石

川岛增压器

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制造业 
158,299,999.

95 

1,514,980,31

9.94 

447,085,972.

00 

2,968,621,81

2.17 

321,182,863.

12 

258,486,996.

47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富奥翰昂汽车热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现金购买 增加营业收入 569,777,311.91 元 

东风富奥泵业有限公司 新设 增加营业收入 17,893,771.35 元 

富奥法雷奥西门子电动汽车零部件（常

熟）有限公司 
新设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根据未来汽车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公司积极进行新能源产品的资源布局，着力进

行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工作，加速成为”具有自主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资源布局的国际

化零部件供应商。” 

    2017年以来投资的项目也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2018年实现了财务报表合并。其中，富奥法雷奥西门

子电动汽车零部件公司是为德国大众MEB电动车配套的以生产逆变器而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富奥翰昂汽车

热系统是公司为整合新能源热系统资源产品进行控股的子公司，东风泵业是公司通过自主技术能力与东风

零部件合资合作而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东风市场。 

八、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 

在行业发展、产业政策、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汽车产业

加速转型升级，行业格局面临调整，需求增速放缓，2019年行业预测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汽

车行业发展格局和趋势将呈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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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六标准实施带来冲击 

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杭州、山东等地区均已公布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虽然部分

地区设置了缓冲期，给企业消化国五库存切换国六新车提供了调整时间，但仍将给企业带来

极大的经营压力。 

2.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汽车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等变革趋势，推动整车及零部件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智能互联、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上的应用，以及新的产品理念、新

的组织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进入，对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准确把握趋势、实现升级发展带

来巨大挑战。 

3.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最大亮点 

新能源市场持续走高，在双积分、不限牌限号、免征车辆购置税、减免车船税等政策驱动

下，将延续高增长态势。 

二、公司发展战略 

在“十三五”期间，以“绿色、智能、安全”的战略发展理念，贯彻“承继、引领、开

放、创新、共享”的经营发展理念；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一个转变，即走技术发展之路、向

技术领先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两个打造，即打造一流人才队伍、打造特色企业文化；三

个调整，即市场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确立核心战略平台发展模式，合

理配置资源；持续进行质量和成本改善；强化职能体系支撑。 

面向未来，公司提出新阶段的发展愿景和任务使命：成为“以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产

品为主，具备自主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资源布局的国际化零部件集团。” 

三、2019年经营计划 

2019年，面临严峻的行业形势，我们坚持“稳中求速”的总基调，锚定新阶段的发展愿

景和任务使命，脚踏实地推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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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措施如下： 

一是稳中求速，确保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管理体系，深化机制建设，降低成本费用，

提高运营效率，控制运营风险。 

二是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开拓市场。2019年国六排放标准实施带来成本、技术的提升，

间接提升行业门槛，公司将努力抓住市场机遇，确保公司销量紧跟大势。在以一汽解放为主

要客户基础上，努力开拓其他下游客户，拓展市场空间。2019年一汽大众新增长春Q工厂、佛

山工厂二期、青岛工厂以及天津工厂，新产能的释放将对零部件带来稳定需求，为公司带来

新的机遇。公司将确保在一汽大众供应链中份额及地位，努力争取新能源领域产品供应，保

持稳定增长。 

三是务实谋划，持续完善战略布局。围绕轻量化、电动化和智能化，加强镁铝材质轻量

化部件的研制与开发，完善电动化相关产品，择机进入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等新业务领域。 

四是做强自主，将研发工作推向深入。围绕核心竞争力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建设，进一步

培育正向开发能力、适应性开发能力，丰富研发模式，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支持自主事业

健康发展。 

五是秉持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2019年外资股比放开、进口关税下调，汽车行业走向

全面开放是行业大势所趋，短期看关税下降挤压价格空间，股比放开增添竞争变数，但中长

期将使得中国企业有机会集聚全球先进技术资源，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机

遇窗口。相对于国家对外资在国内参与整车生产的种种限制，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一直在参

与国际化竞争。开放的竞争环境下，公司将砥砺前行，巩固深化与国际整车企业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加快海外建厂，进一步争取国际订单，积极推进产业链开放合作，提升公司在国

际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与挑战 

一是政策方面，首先是国家的制造业强国战略中将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作为

新兴战略产业，并为做大做强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了重要指导。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正

逐步成为汽车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传统零部件企业来说，正面临深度调整与变革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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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对新能源产品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准备，电动空

调压缩机参股公司、逆变器控股公司相继投入运营，今后将继续加大相关产品的研发力度及

市场开拓。其次，2018年5月出台的降低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政策，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

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进口产品和国产产品必定会发生猛烈的冲撞，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

因此，练好内功，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是参与竞争的重要基础。 

二是技术创新方面，汽车产业变革与技术升级要求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要持续关注科技创新、

加强战略投入。公司确立的“十三五”规划中明确要走技术发展之路，通过自主发展、技术

引进、联合开发等途径达成自主同步开发的目标。因此在目标实现过程中都将加大资源的投

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的速度，作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在技术方面争取引领整车的发展。 

三是布局方面，国际整车企业普遍实施全球平台产品和采购策略，要求零部件供应链能够

具备与整车企业国际市场拓展战略相符的配套供货能力，应加快形成全球配套布局，积极打

造国际经营能力。  

十、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 

1、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5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公司经营发展、产品规划、公司战

略，告知公司运营稳健，十三五期间，

复合增长率高于行业，持续获取订单，

自主研发持续推进，国际化加速，布局

电动化等产业新方向，应对产业升级。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股权激励进展情况，告知公司

正在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2018 年 10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新能源产品开发情况，告知公

司已获得德国大众 MEB 电动车核心总

成部件订单，从事该产品的控股公司已

正式运营。 

接待次数 8 

接待机构数量 15 

接待个人数量 52 

接待其他对象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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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披露、透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 否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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