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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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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1,866,834.24

元，营业利润 103,179,082.7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201,452.73 元,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72,983,758.01 元。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 7,298,375.80 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65,685,382.21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38,771,354.51 元，扣除 2016 年已分配现金股利 36,000,000.00 元，2016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

润 168,456,736.72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公司的利润

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10,667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3 元（含税），共计

32,001,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底。此外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本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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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裕工业 6030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年锁 苏光锋 

办公地址 玉环县珠港镇三合潭工业区双港路 玉环县珠港镇三合潭工业

区双港路 

电话 0576-87278889 0576-87212323 

电子信箱 add@addchina.com sgf@add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本公司专业从事汽车悬架系统减震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是为中高档汽车售后市

场提供适配的悬架系统减震器系列产品和相关服务，并已具备悬架支柱总成整体解决方案的制造

和综合服务能力，以及整车配套能力。 

公司以市场化同步研发、柔性化精益生产、规模化集约供应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公司目前已

储备了 9 个系列超过 10,000 种型号的汽车减震器，产品可适配全球大多数车型。公司是国内少数

能够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需求的汽车减震器生产厂商之一，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评定的“中

国汽车零部件减震器行业龙头企业”。 

本公司产品主要通过 ODM 方式实现直接销售。公司通过参加国内外汽车及零部件展会、专

业的 B2B 网络销售平台展示公司产品的品牌、技术、适用汽车型号等产品信息，与有合作意向的

客户建立联系。公司在取得客户订单之前，需通过客户在过程控制、工艺水平和设计能力等方面

的多重验厂程序，通过验厂后，公司将进入客户的供应体系。通过多年努力，公司已成为欧美售

后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ODM 生产商，在品牌、产品技术、品质、制造规模等方面已具有较高

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主要海外客户为国际知名的零部件生产企业或大型零部件采购商。 

（二）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情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减震器行业随之迅速发展，技术水平和产品

开发能力亦有显著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的开发设计能力，规模较大的自主品牌减震器厂商。

但是，在高端产品领域我国自主品牌与国外厂商的差距依然明显。此外，市场准入壁垒、产品研

发壁垒以及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使得我国减震器行业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在对产品技术要求、安



全要求较高的整车配套市场，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被外资与合资品牌占据。我国自主品牌在整车配

套市场缺乏话语权，其产品主要配套于中低端车型或者供应国内及海外售后市场，出口地则多集

中于中东、东南亚、南美等地区。 

近几年，我国自主品牌减震器厂商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海外订单，而后

通过与海外减震器厂商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提升企业自身技术和管理实力，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

的道路，并逐步形成多家能够生产中高端产品、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规模的优势企业。 

近几年，我国汽车减震器类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主要原因为：①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全球采购

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减震器厂商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可分享国际厂商的市场份额。②在

售后市场，减震器等汽车零部件的市场需求与汽车保有量密切相关。庞大且稳步增长的全球汽车

保有量为我国减震器产品出口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③减震器作为车辆易损零部件，其在售后

市场的市场需求受到车辆的行驶路况、载荷情况、驾驶员的开车习惯以及对车辆的维修、保养习

惯等因素的影响。在欧美等汽车发达国家/地区，驾驶者更换减震器等易损件、安全件的频率要高

于国内驾驶者，这是我国减震器产品对欧美地区的出口额保持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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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708,328,350.33 580,708,338.52 21.98 592,374,998.95 

营业收入 691,866,834.24 571,645,291.06 21.03 639,977,57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201,452.73 67,177,353.32 31.30 60,522,54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366,179.31 61,678,243.34 38.41 64,209,50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5,471,236.50 353,269,783.77 14.78 322,092,43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328,939.65 90,741,935.88 -23.60 75,948,20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0 0.84 30.95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0 0.84 30.95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21 20.07 增加4.14个百分点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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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73,303.97 173,265,175.75 171,848,007.39 205,380,34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179,343.92 25,604,669.00 19,934,580.10 20,482,85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255,641.79 25,363,749.85 19,302,886.79 19,443,90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90,060.22 38,228,449.10 35,204,528.21 486,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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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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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

公司 

  50,314,480 62.89 50,314,48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元豪投资有限

公司 

  4,784,880 5.98 4,784,88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郑念辉   7,832,720 9.79 7,832,72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连平   8,632,720 10.79 8,632,72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连松   8,435,200 10.54 8,435,2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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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9,186.68万元，同比上升 21.03%；营业利润为 10,317.91

万元，同比上升 38.62%；净利润为 8,820.15 万元，同比上升 31.3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8,820.15万元，同比增加 31.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932.89 万元，同比

下降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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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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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为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

台州嘉裕进出口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