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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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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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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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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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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电子 600699 辽源得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喻凯   

电话 0574-8790700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   

电子信箱 kai.yu@joyson.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8,972,783,255.76 59,320,183,424.06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74,290,652.24 12,438,093,709.47 4.3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2,004,738.62 1,151,499,581.73 46.07 

营业收入 30,827,480,449.14 22,633,936,012.73 3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970,095.26 821,153,010.85 -3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128,175.79 455,827,102.20 25.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5.99 减少1.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87 -3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87 -32.1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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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20 334,171,987 0 质押 256,560,000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7.58 71,958,239 0 无 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2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74 26,023,118 0 无 0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4 26,023,117 0 质押 26,023,11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 25,177,445 0 无 0 

王剑峰 
境内自然

人 
2.47 23,483,542 0 质押 15,000,00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1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17 20,556,076 0 无 0 

袁红 
境内自然

人 
1.61 15,250,000 0 无 0 

汇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

信托－爱建信托春晓 8号事务管

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3 13,589,503 0 无 0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国联安

－齐瑞管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7 13,011,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跟踪全球汽车行业和市场变化趋势，积极把握汽车电子化、智能化、网

联化、新能源化的产业方向，优化产品及客户结构，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公司凭借自身全球化布

局及客户多样性的优势，在全球特别是中国汽车市场总体下滑的背景下，继续保持业绩稳健增长，

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其中：公司于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08.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2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1%。 

1、汽车电子业务渗透率攀升 

2019 年上半年汽车电子业务实现营收 48.63 亿元，毛利率 18.44%。截止至本报告期末，新获

订单超 173 亿元人民币（全生命周期）。 

（1）座舱智能度提升，车联网业务触及 5G 

随着 5G 进程的加速，座舱电子和车联网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作为全球汽车电子领域核心

供应商之一，均胜积极参与到基于 5G 技术的 V2X 行业标准的制定及下一代应用场景的定义，成

为工信部下属 C-V2X 标准制定组织重要成员，与汽车、通讯、互联网等多行业巨头紧密合作，共

同研究和制定 V2X 多项行业标准。在全球，均胜与大众、奥迪、福特等就智能车联进行深入探讨

和合作，为未来的智慧交通提供解决方案，典型应用场景如自动驾驶状态下的车辆编队行驶、远

程遥控驾驶、车辆、行人和基础交通设施的状态交互等；在中国，均胜也与主要整车企业、运营

商和服务商共同打造战略生态联盟，致力于 5G 的 V2X 技术的落地和应用。除与应用端企业的合

作，均胜还紧密跟踪半导体领域的发展，与高通、华为和大唐等相互配合和支持，推出最新解决

方案。 

 

图 1. 均胜电子 V2X 平台功能演示 

不仅是车联技术，智能座舱电子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改变用户与汽车的交互方式。均胜的汽

车电子业务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已具备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智能座舱系统的能力。公司最新推出

的智能座舱系统，是结合了触屏技术、全液晶仪表、抬头显示（HUD）、车载信息娱乐、人机交互、

主动安全等产品或系统，兼顾硬件模块、软件系统和数据服务的前沿化系统。 

在欧洲，公司为大众和奥迪提供的基于谷歌 Android Auto 的车载信息系统将在 2020 年进入量

产。在国内，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MQB 平台和全新的电动平台 MEB 平台的车载信息系统也将于

2019 年下半年陆续进入量产阶段。公司自主研发的单 SOC（System On Chip）双操作系统的新一代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方案能够在节约产品成本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沟通更有效、互通性更强的车载

互联解决方案，将帮助公司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拓展新的客户。 

 

 

 

 

 

图 2. 新一代交互式娱乐信息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开始为新一代宝马 X5、X6、X7，新一代奥迪 A7、A8、Q7、Q8 和新一代保时

捷卡宴等高端品牌供应下一代座舱电子类产品（idrive 系统、电子排挡、多媒体交互触控屏、触控

空调系统等），继续获得国际顶尖主机厂的认可。2019 年上半年，公司电子座舱&智能车联业务总

计获得 42 亿订单。未来，公司将利用在座舱电子和智能车联业务领域的优势，与上下游公司广泛

合作，提供完整的智能网联座舱解决方案，为推进汽车的智能化和网联化贡献力量。 

 

图 3. 完整的智能网联座舱解决方案 

 

（2）E-moblity 平台化，充放电一体化方案成熟 

新能源电子方面，公司持续推进新产品的布局和新客户的开拓。公司早于 2014 年便设立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以来主要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进行设计和研究。作为国家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同时拥有省级认定的技术中心。 

多年以来，均胜持续加码、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充电、配电、放电等领域，已取得丰硕

成果。公司开发的电池管理系统、48V 电池管理系统、电池整包 PACK、车载充电器（OBC）、DCDC

转换器、无线充电和高压快充模块等产品或系统已成为行业标杆性产品。今年以来，新开发的随

车充电桩、PDU 配电箱和高压快充线已获得各大整车厂量产订单。公司致力于打造完整的新能源

充电、配电、放电生态链，目标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充放电管理系统市场份额的领先者。 

 

 

 



 

图 4. 平台化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配放电解决方案 

除了重要客户宝马、奔驰和吉利外，公司陆续获得了保时捷新一代旗舰电动超跑 Taycan 的电

池管理和充放电系统、大众 MQB 及 MEB 平台、奔驰新一代电动化平台、日产、福特、上汽通用

五菱等客户的新能源汽车管理系统相关的订单。公司的车载充电器（OBC）产品已获得沃尔沃、

法拉利等全球整车厂商多项订单。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 E-moblity 业务总计获得 131 亿订单。 

上述各类新兴业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是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公司也将密切

关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的动向特别是与分拆相关的政策，为上述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助力。 

 

2、汽车安全业务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主被动安全产品布局完善，产品智能化程度逐步提升 

近年来，随着行业和消费者对汽车更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需求不断加强，公司加大了安

全产品智能化的步伐，各产品系电子化程度逐渐提升，单车价值量也有望稳步提高。作为全球领

先的汽车主被动安全供应商，公司将致力于安全产品的升级、电子和数字技术的提升，为汽车自

动驾驶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公司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美国

硅谷建立研发中心，对自动驾驶领域软件和算法进行有针对性投入，将现有的主动安全和车联功

能结合，逐步推进第 3 级自动驾驶产品的商业化，探索第 4 级自动驾驶产品的落地。 



 

图 5. 安全类产品技术升级趋势 

均胜电子不但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完整方向盘系统解决方案的公司，而且也是首家将多

种传感器和智能系统集成到方向盘上使之成为具有智能感应和功能的供应商，最新的方向控制系

统解决方案中包含的 DMS 驾驶员监测系统、手握感性系统、自适应转向方向盘、视觉提醒灯带、

3D 开关等前瞻 ADAS 产品可通过头部姿势监测、手持感应警示、眼球注视追踪、注意力辅助、人

脸识别、生命体征感知等技术，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和智能化程度，并为自动驾驶场景提供重要支

持。 

在安全带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预收紧安全带可按照乘客的体型自行调整安全带的松紧，在

确保车内环境更安全的同时提高舒适度。另一方面，预收紧安全带中配备 ECU 可连接外部传感器，

通过接收车辆前置摄像头和刹车系统传递的必要信号，在车辆发生碰撞前提前收紧安全带，保护

乘客的生命安全。 

均胜自主研发的车辆座椅电子设备，可通过集成泡沫传感器进行生物识别，检测区分儿童、

成人和老人，并给予相对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已持续为国际著名新能源

汽车制造公司特斯拉提供新能源汽车电池电路保护系统，该产品可根据安全 ECU 爆炸信号断开蓄

电池，以防止电动车事故期间和事故之后由于潜在短路而引起的火灾和电击。 

这些基于生物体征（面部轮廓、眼球、体态、重量等）的安全技术和产品正逐渐和座舱电子

技术融合，成为新一代智能座舱的重要部分。 

作为行业的领先企业，均胜还积极参与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公司先后参与了机动车儿童乘员

用约束系统、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汽车对行人的碰撞保护、正面安全气囊-高位乘员保护等

11 项国家级汽车安全系统标准级别的设立，为交通安全，挽救生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2）全球整合顺利推进，未来业绩可期 

报告期内，均胜安全全球资产整合顺利推进，公司已完成了中国区和亚洲区（ROA）的大部

分重组计划，美洲区和 EMEA 区的详细重组计划目前正在实施中。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全球

整合进展顺利，全球经营场所数量由交割日的 105 个降低到 86 个，人员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效率

逐步提升。未来，均胜安全还将在全球 6 大主要城市建设全球标杆“超级工厂”，进一步提升生产

自动化程度，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德系和日系品牌订单增长明显。公司有信心完成全年新增订单 80 亿美金的目标。

未来，公司将在稳步提升产品盈利能力的同时，力争在 5 年内，将汽车安全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提

升至 40%左右，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安全产品供应商。 

 



3、功能件业务加速电子化和智能化 

功能件业务方面，在国内均胜不断保持着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在海外为奔驰、宾利、 劳

斯莱斯等豪华品牌提供高端智能内饰件。在前瞻产品上，均胜旗下的均胜群英和普瑞协同开发了

手势控制的出风系统、光电化内饰（实木触控风道）等电子化内外饰件，不断推动着行业的变革

和升级。未来，公司将推动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联动，将以前主要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智能出风

口产品系加速销售至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地区；将德国高品质的智能内饰件解决方案在中

国市场斩获更高的市占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

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没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3日和 2019年 8月 20日披露的《均胜电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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