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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曲轴                            公告编号：2017-006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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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润曲轴 股票代码 0022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立 冯春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润路 2-13 号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润路 2-13 号 

电话 0631-8982313 0631-8982313 

电子信箱 liuli@tianrun.com chfeng@tianr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以生产“天”牌内燃机曲轴为主导产品的中国规模最大的曲轴专业生产企业，是中国内燃机协会曲轴和连杆分会理

事长单位。公司下设文登恒润锻造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经营业务涉及内燃机动力零部件、铁路装备和机床设备研制等领

域；主营业务形成船机、中重卡、轻卡和轿车曲轴，以及连杆、铸件、锻件七大主要业务板块。公司主要产品有曲轴、连杆、

毛坯、铸件、锻件。 

曲轴、连杆是内燃机核心零部件，公司生产的“天”牌曲轴是“中国公认名牌产品”，是国家发改委和机械工业联合会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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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零部件民族品牌。产品成为潍柴，一汽锡柴、大柴、海马，东风康明斯，北汽乘用车、福田康明斯、福田戴姆勒，广

汽菲亚特，上汽乘用车、上菲红、上柴，国际康明斯、戴姆勒、卡特彼勒、约翰迪尔、斗山、依维柯等国内外著名主机厂整

机配套产品，并随主机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机装机率达60%；部分系列型号的产品以及铸件产品，直接出口美国、英

国、意大利、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公司拥有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国内设立200多家区域重点代理与专卖商，产品覆盖全

国31个省市区，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研发+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研发模式：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及客户要求，与客户共同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同时也根据市

场的需求对老产品进行改型，不断提高产品性能，降低成本，满足客户要求，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竞争力，巩固公

司的行业地位。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订单驱动模式，公司接受国内外各大发动机厂商的订单，根据订单生产、供应产品；公司拥有多条

柔性化曲轴生产线，能够独立承担产品的铸造、锻造、机加工、热加工等所有工序的制造加工，各生产线以大批量产的方式

进行生产，并均具备快速换产及新产品开发的能力。 

销售方面：以为主机厂配套为主(包括国内和国外，提供自有品牌“天”牌曲轴)，供应国内社会维修市场为辅的经营模式。

主机配套采用订单驱动方式，直接为各主机厂进行OEM配套和服务，对于国内社会维修市场，采用全国各市场区域的代理

销售模式。 

（三）行业现状和发展机遇 

“十二五”期间，汽车市场增长基本与GDP增速保持一致，“十三五”伊始，国内汽车市场需求迎来较大的增长，2016年

乘用车市场表现依然良好，主要原因是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施行，商用车市场中的重卡板块表现不俗，在经历两年

低潮期后，经过库存消化以及在2016年汽车排放政策的引导下，重卡板块强势反弹，同时在治超新政《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GB1589标准和替换需求等多方利好因素共同促进下，重卡市场实现持续稳步增长，这其中，牵引车的大幅

增长拉动了卡车市场销量，中卡市场表现平稳，短期内仍将保持平稳增长，轻卡降幅继续缩窄。2016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2802

万辆，较2015年增长13.65%，其中乘用车销量2437万辆，较2015年增长14.93%，商用车销量365万辆，较2015年增长5.8%。 

我国宏观经济正呈现缓慢回升趋势，这主要在于近两年来我国推动的各项改革逐渐显露成效。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和

深入，长期来看，我国汽车行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望得到明显改善，汽车行业迎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十三五”期间，

我国将由工业主导型经济逐步转向服务主导型经济，消费增长逐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基于国内消费型经济---物流运

输业（电商）的快速转变，将拉动半挂牵引车（中、长途运输）和中轻型载货车（城市间物流运输）市场需求增加，预计消

费和公路货运量将逐步增长。此外，从2016年4月起部分地区部分车型实施国五排放标准到2018年起全国范围所有车型实施

国五排放标准，这期间对商用车的影响将会逐步扩大。同时，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快速进入互联网化、新能源化、智能化时代，

新技术、新材料和传统产业不断融合。 

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汽车整车行业的上游行业，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下游整车市场和汽车维修服务市场的发展，汽车

零部件产业的竞争力代表该国汽车产业的综合水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整车消费市场和服务维修市场的迅猛

发展，我国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迅速且趋势良好，不断转型升级，向专业化方向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汽车零部件

行业将迎来变革的历史挑战和发展机遇。相比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扩展空间依然很大，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国外

各主要发动机厂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也给国内优秀零部件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821,508,334.26 1,689,835,021.92 7.79% 1,619,505,08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296,829.19 150,261,172.82 29.31% 133,315,40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251,702.90 133,279,074.02 21.74% 111,173,24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361,726.22 486,419,950.45 -21.60% 409,902,56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3 30.77%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3 30.77%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4.59% 1.03% 4.2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123,671,071.74 4,786,077,566.42 7.05% 4,928,779,5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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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55,011,092.09 3,357,727,487.96 5.88% 3,189,653,424.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1,997,480.91 493,688,737.74 372,781,304.73 633,040,81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36,784.12 57,096,032.99 43,812,023.32 69,851,98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81,336.65 55,237,774.36 40,470,592.47 51,361,99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09,075.84 210,457,145.48 94,863,109.94 3,232,394.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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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8,8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7,28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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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97% 437,479,600 0   

中国银行-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49% 280,000,000 0   

刘邦君 境内自然人 2.22% 24,920,224 0   

邱心飞 境内自然人 0.75% 8,408,002 0   

甘鹏 境内自然人 0.63% 7,101,500 0   

王来喜 境内自然人 0.45% 5,000,000 0   

刘伟民 境内自然人 0.29% 3,266,100 0 质押 2,081,890 

赵沛萍 境内自然人 0.28% 3,125,000 0   

姜静 境外自然人 0.27% 3,006,196 0   

毛靖 境内自然人 0.27% 3,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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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公司准确把握经济形势，以市场为准绳，以董事长提出的“三大管理主题”为核心，以“颠覆惯性思维，为市场而

改变”为主题，以“创新、机制、高效、可靠、成本、对标”为工作重点，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管理信息化为支撑，以提

高创新能力为关键，夯实安全、节能和技术质量等基础管理，优化现场管理和生产管理，强化工艺纪律、工艺标准，加强成

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的确保公司在新常态下可持续稳定发展。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82,150.83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13,167.33万元，增幅7.79%；利润总额23,218.56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5,597.79万元，增幅
31.77% 

2016年，公司面对火爆的市场环境，统筹谋划，牢固树立大营销理念，坚持“七大业务板块同步发展”的整体思路，充分

利用战略合作带来的利多效应，成功开发了6家曲轴、连杆新客户，1家铸件新客户，2家国际贸易新客户。完成了81个曲轴

新产品开发试制，36个新产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27个连杆新产品开发；36个铸件新产品开发；33个锻件新产品开发。 

2016年，以稳定的供货，提升了戴姆勒、约翰迪尔、潍柴、上菲红、重康、重庆潍柴、东风康明斯等主机厂的配套比例，

获得了昆山三一动力有限公司质量优胜奖、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质量优秀奖和核心供应商、山东华源莱动内

燃机有限公司优质开发奖、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优秀供应商、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优秀供应商和最佳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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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最佳质量奖，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分公司最佳合作奖、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司最佳

技术支持奖、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优秀供应商、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最佳交付奖、新车型投产贡献奖等，为公

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主体作用，加强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激励机制，通过

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协同创新，加快推进国家级项目和重点攻关项目，完成了《山东省曲轴、连杆工程实验室

创新能力专项》、《2014年威海市重大专项—基于高负荷要求的球墨铸铁精益铸造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威海市科技发

展计划项目—发动机曲轴/连杆设计及制造技术研究应用》等项目，通过了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复审，泰山学者期满评估，

获得了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的荣誉称号。2016年公司共申请专利2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5

项，实用新型专利19项。2016年公司级重点技术创新项目5项，完成4项，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效益。 

2016年公司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重庆振渝九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JD Tyree Limited、Modern Metal & Precision Ltd（鸿图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鸿图精密压铸有限

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苏州龙和盛世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

交易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目前，该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公司本次重组事项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方可实施。若本次重组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完成后东莞鸿图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莞鸿图主营业务为汽车铝合金压铸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汽车零部件、温度控制部件、引擎零部件、自动化控制部件等。通过本次重组，天润曲轴将进一

步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汽车零部件业务产业链，实现跨细分市场发展，优化和改善现有的业务结构和盈利能力，降低宏观经

济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将为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更为多元化、更为可靠的业绩保障。通

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可以获得汽车铝合金压铸零部件业务的相关资产、技术和订单，初步布局汽车轻量化材料领域，

获得业绩第二增长极，为下一步全面布局汽车轻量化打下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发动机及船级曲

轴 
1,433,375,624.12 1,008,679,218.04 29.63% 9.98% 6.02% 2.63% 

连杆 154,015,272.64 116,870,991.90 24.12% 45.59% 40.53% 2.73% 

曲轴毛坯及锻件 189,293,940.09 135,426,388.26 28.46% -8.03% -10.31% 1.8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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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0% 至 15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707.36 至 5,884.2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353.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重卡市场受国家治超新政实施及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启动的推动持续增

长，公司重卡曲轴板块订单、销量增长；公司经过近几年调整产品结构及

加强市场开发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稳定增长；公司加强技术创新及

成本管理，对生产线实行自动化改造，产品成本下降。 

 

 

 

 

 

 

 

   法定代表人：邢运波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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