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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6                            证券简称：鸿特精密                          公告编号：2017-021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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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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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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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72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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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特精密 股票代码 3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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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碧开 陈伟良 

办公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城区北十区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城区北十区 

传真 0758-2691582 0758-2691582 

电话 0758-2696338 0758-2696038 

电子信箱 ZQ@hongteo.com.cn ZQ@hongt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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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等制造的铝合金精密压铸件及其总成。公司秉承“不

唯全，而唯专”的理念，将业务专注于技术含量最高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类精密压铸件领域，在发动机下缸体、发动机前盖总

成、发动机油底壳总成、差速器和发动机支架等系列产品上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公司现有产品达数百种之多，主要产品包括

油底壳总成、下缸体、变速箱外延室总成、发动机前盖总成、差速器等铝合金压铸件，产品主要用于中高档汽车发动机和变

速箱等的制造。 

公司采用行业内普遍适用的“订单化生产”模式，即在通过客户的合格供应商评审后，与客户签定框架采购合同，并在此

框架采购合同基础上，由销售部门根据客户每一采购产品项目的招标信息，组织技术研发部门、采购部门、财务部门等协作

完成投标书的制作，产品成功中标后与客户签订具体产品的供货合同，并组织相关部门对订单进行评审，计划部门对经评审

的订单编制成具体的采购计划和生产计划，再进行批量采购和生产，生产完成后入库。销售部门发出出货指令、办理出货事

宜并对产品到货情况进行跟踪。 

本公司作为汽车铝合金压铸企业，是独立于整车生产企业的专业化零部件供应商，依托于技术、研发、管理等方面的综

合优势，公司已成为福特、康明斯等全球知名整车厂商或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的稳定供应商。公司的生产规模、经济效益

和综合竞争能力位于同行业的前列，是中国南方专业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也是目前A股市场上

少数几家汽车铝合金压铸件上市公司之一。 

近年，全球汽车产业稳定增长，我国汽车行业持续发展。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汽车产销

量分别为2811.88万辆和2802.82万辆，同比增长14.46%和13.65%，增幅比上年提升11.21个百分点和8.97个百分点。其中：乘

用车产销2442.07万辆和2437.69万辆，同比增长15.50%和14.93%；商用车产销369.81万辆和365.13万辆，同比增长8.01%和

5.80%。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及消费市场，从汽车总量看，目前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但是如

果按人口平均，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的市场成长空间依然较大，市场具备持

续成长的发展前景。 

2016年，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十三五”期间，我国汽车市场预计仍将处于稳

定发展阶段。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强大的汽车零部件工业作基础，汽车整车制造业将失去其重

要支撑。因此，汽车产销量的稳步增长将推动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台山全资子公司产能逐步释放，生产磨合日臻完善，公司整体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同时，公司的经营管理和

质量管理得到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296.16万元，同比增长-0.001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38,619.44万元，同比增长

-0.3054%；实现营业利润4,844.12万元，同比增长36.8707%；实现净利润 5,011.15万元，同比增长30.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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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961,642.48 1,432,984,079.96 -0.0016％ 1,235,745,40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11,525.97 38,265,054.00 30.96% 15,963,86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416,184.94 32,793,213.27 32.39% 13,816,4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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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216,271.10 267,906,338.95 -5.48% 57,791,93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71 0.3567 30.95% 0.1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71 0.3567 30.95% 0.1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2% 6.57% 1.55% 2.8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810,441,179.68 2,032,477,885.48 -10.92% 1,817,596,24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7,684,385.15 598,300,859.18 6.58% 565,399,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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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19,409.66 338,983,935.07 358,580,151.00 371,778,14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47,217.95 13,013,133.18 6,503,807.06 17,947,36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86,422.63 11,292,071.84 3,309,269.25 17,428,42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57,522.87 -27,270,662.46 133,861,826.88 110,967,5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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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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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和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3% 31,363,200 0   

王麟 境内自然人 4.52% 4,848,044 0   

金岸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2% 3,993,200 0   

苏作周 境内自然人 1.87% 2,001,368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1,999,950 0   

张玉敏 境内自然人 1.40% 1,500,000 0   

佛山市顺德区

南方电缆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1,370,7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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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丽 境内自然人 1.25% 1,338,615 0   

刘尊亚 境内自然人 1.20% 1,284,588 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1.05% 1,127,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林景恩先生与金岸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林结敏女士为父女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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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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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296.16万元，同比增长-0.001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38,619.44万元，同比增长

-0.3054%；实现营业利润4,844.12万元，同比增长36.8707%；实现净利润 5,011.15万元，同比增长30.9590%。报告期内，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321.63万元，同比增长-5.4833%，更多数据及相关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0016%，基本保持稳定。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8655%，主要是经营管理进一步改善，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8.1696%，主要是销售费用项目下的技术服务费、运输费、包装费等费用减少。 

4、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19.1804%，主要是借款利率下降带来的利息支出的下降。 

5、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4.0954%，主要是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6、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长21.1627%，主要是受研发费用、咨询费增长影响。 

7、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5.4833%，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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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类 613,789,178.82 140,421,679.46 22.88% -0.55% 6.21% 1.46% 

管类 180,092,450.44 29,408,518.49 16.33% 13.07% 34.34% 2.59% 

箱体类 354,362,404.77 70,960,648.03 20.02% -2.27% 2.08% 0.85% 

支架类 204,867,943.31 45,557,818.48 22.24% -8.76% 0.4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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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

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

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2,638,204.93元，调

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2,638,204.93元。 

（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

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

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

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7,399,939.85

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27,399,939.85

元。 

 

（2）本报告期本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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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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