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7-01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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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晓建 董事 因工作原因  牟健 

翁伟文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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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35,07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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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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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电机 股票代码 00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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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健 舒琳嫣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电话 0578-2171041 0578-2021217 

电子信箱 jian.mou@fdm.com.cn liny.shu@fd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2016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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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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333,414.01 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32.09%；实现净利润总额 118,290,164.31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1.95%；实现归属于上市母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41,578,867.7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89%。 

2、公司主营业务产品 

（1） 家用缝纫机电机 

2016 年度，公司家用缝纫机电机业务表现稳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完成对全资子公司方正电

机（越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方正”）的增资，越南方正注册资本达到 800 万美元；并完成

了多功能家用缝纫机转子自动化生产线的移转，同时，公司加大该业务供应链的本地化采购，并敦促完成

了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在越南本地产业化技改项目的实施。越南方正的成功扩产和物流基地的建成投产，提

升了公司在该业务平台上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家用缝纫机电机越南本地化生产标准要求，为公司低端

劳动密集型业务产品提供了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报告期内，越南方正联合国内技术研发团队，积极开展产品品质提升、技术和工业合理化改善，获越

南兄弟 BISG 年度最大贡献奖，切实推动以客户满意度提升为准的产品经营策略。同时国内技术中心联合

子公司深圳高科润开展家用多功能缝纫机电机一体化产品的研发，突破原有技术方案壁垒，实现家用缝纫

机高精度位置控制、快速响应及未来家用缝纫机个人化定制服务的需求。该项目产品技术方案已获得客户

的认可，项目研发和技术验证符合公司既定计划。该项目的推进将进一步确立了公司的该业务领域的主导

地位。 

（2） 工业用电脑高速自动平缝机 

根据《中国服装行业“十三五”发展纲要》，“十三五”时期，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生产要

素成本不断上升，凭借较低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和进口国差别关税等优势，全球服装产业的产销中心

呈现向南亚、东南亚等经济体转移的趋势，部分服装制造能力将会进一步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国

内缝制行业整体生产规模缩小，去库存成为缝制行业发展的常态。报告期内，公司该业务产品受到了较大

的冲击，产销均有所下降。为保证募集资金投入产出最大化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经公司股东大会和

董事会审议：终止实施“年产 6000 台伺服控制特种缝纫机项目”募集资金项目，并依据市场需求实施以

销代产的制造方式，降低产品库存，降低经营风险。 

（3）汽车电机（含新能源驱动电机） 

报告期内，公司与客户同步开展的系列汽车座椅电机产品经过客户验证，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该业务

增长明显，出货量由 2015 年的 180 台增加至 280 万台，产品应用于荣威、通用五菱、丰田、福特、沃尔

沃、奔驰、宝马等车型。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汽车座椅电机的制造能力，公司实施了汽车座椅电机系列产品

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被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评定为省级“两化融合”重点示范项目。截止

目前，该项目已实施完毕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产品自动化生产水平，为公司后续

推动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公司子公司浙江方正（湖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方正”）原有客户平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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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完成了对汽车雨刮器电机客户和产品的梳理，重点开展品质提升和优质客户对接，以应对重型卡

车产品、市场主体对重型卡车综合运输效率需求的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东风商用、济南重卡和

上汽红岩等客户受市场需求影响，产品销售有所下降。 

新能源驱动电机业务依客户端要求顺利展开，重点围绕上汽通用五菱、上汽、吉利、北汽昌河等重点

客户开展相关业务对接，已完成上汽通用五菱项目产品的研发和验证。2016 中国新能源车销量达 33.7 万

台同比增长 82.2%，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相继出台了大量

政策和推广实施计划以支持行业的发展，政策内容涉及生产准入、示范推广、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技术

创新、配套设施、交通便利等多个方面。我国各大汽车厂家和企业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和汽车配件行业，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同时，2016 年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调整、夯实基础的一年，“骗

补清查”以暂缓行业短期发展换取净化行业环境，为行业未来中长期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一轮的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利于具有技术、产品、生产、规模优势的企

业未来发展，并可利用规模效应及新产品的研发抵消补贴退坡带来的产品价格压力，从而逐步摆脱补贴依

赖，进入市场化阶段，实现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受“骗补清查”和专用车推广等政策空档期影响，新能

源汽车行业在 2016 年发展低于预期。公司主要产品物流车驱动系统销量不及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计划实施了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项目整体进度符合公司预期。在研发整合方面，

公司联合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能”）、深圳高科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高科润”）和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德沃仕”）开展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和控制

系统研发，整合研发资源。公司产品已经完全覆盖低速车、物流车、乘用车和大巴车等全系列电动汽车，

产品已经进入上汽通用五菱、吉利、众泰、东风、玉柴、宇通、河北御捷等产品体系。 

（4）智能控制器 

报告期内，受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汇率波动、消费透支等因素影响，2016

年家电市场整体表现稍显平淡。通过大力创新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家电消费升级态势明显，行业经济运行

质量总体健康，经济效益良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家电主营业务收入 1.46 万亿元，较 2015 年

增长 3.78%；利润总额达到 1196.9 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20.37%。深圳高科润继续以核心客户需求细耕智

能家居控制器和电动工具控制器市场，原有业务保持较好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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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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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49,333,41

4.01 

794,417,091.

62 

794,417,091.

62 
32.09% 

622,477,103.

52 

622,477,103.

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8,290,164.

31 

59,037,279.6

4 

65,013,718.9

6 
81.95% 

10,186,790.5

2 

14,684,129.9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422,820.3

6 

47,214,142.1

9 

50,467,163.5

8 
79.17% 932,562.14 2,296,85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6,286,403.8

9 

36,554,886.6

3 

36,554,886.6

3 
-0.73% 

69,915,518.1

7 

69,915,518.1

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3 0.37 24.32% 0.07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2 0.35 28.57% 0.07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6.23% 6.74% -1.57% 1.55% 2.1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904,119,46

6.52 

2,760,852,06

9.02 

2,784,213,11

6.77 
4.31% 

1,271,565,48

0.92 

1,286,239,58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41,578,86

7.74 

2,212,507,35

2.01 

2,232,364,24

2.59 
4.89% 

806,259,269.

60 

820,139,720.

8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有助于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

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合理性、可操作性。 

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公司能够从房地产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

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

得。 

公司所持有投资性房地产随着所处区域的开发建设，区域内房地产价值产生变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后续计量，可以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价值。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主要用于出租，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是目

前国际通行的成熟方法，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产情况，更能公允、恰当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因此，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更能够提供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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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63,482.38 236,712,936.26 248,651,610.63 331,005,38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128,714.06 30,927,503.79 22,708,353.95 46,525,59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82,678.92 27,267,190.87 18,068,626.73 28,604,32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619,781.49 -8,921,753.52 -12,985,215.85 73,813,1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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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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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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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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境内自然

人 
17.66% 46,831,716 35,123,787 质押 35,577,381 

卓斌 
境内自然

人 
10.99% 29,151,079 29,151,079   

青岛金石灏

汭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4% 20,007,498 18,393,623 质押 12,262,400 

翁伟文 
境内自然

人 
4.37% 11,583,307 11,583,307 质押 3,615,603 

钱进 
境内自然

人 
1.49% 3,948,668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九组

合 

其他 1.32% 3,500,000 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30% 3,440,169 0   

杭州杭开电

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 3,383,864 3,383,864 质押 3,380,000 

金英杰 
境内自然

人 
1.23% 3,273,391 3,267,391 质押 2,500,000 

徐正敏 
境内自然

人 
1.07% 2,827,338 1,979,1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持股 5%以上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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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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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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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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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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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我

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果更合理阶段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我国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国经济呈现“双中

高”的发展趋势，即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迈进。我国制造业随着经济发展从工业化初期的高

速发展阶段逐步向工业化中后期的中高速发展迈进，企业也进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以增强产业整体自

主创新意识和技术产业化能力为主要手段，应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国内外需求不强、人力成本上涨及生

产资源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2016 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国际贸易和投资疲软，增

长动力不强，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公司经营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不断细化内部

治理结构，强化公司技术研发和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坚持以“成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一流的核心零部

件供应商，实现技术、产品及客户升级。有能力、有技术服务世界一流客户，未来靠专利、标准占领市场”

的战略目标，公司全员紧紧围绕公司年度经营规划，完善公司内部绩效评价和控制体系，全面提升公司管

理水平。同时加大公司技术研发能力和研发平台建设，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竞争力。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

化、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及制造成本不断上升的市场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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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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纫机应用类 238,297,574.21 20,871,338.08 24.24% -16.18% 327.28% 10.32% 

汽车应用类 494,560,490.67 75,693,824.60 26.70% 166.26% 186.97% 8.00% 

智能控制器 275,095,228.19 30,291,985.46 15.61% 0.94% 6.9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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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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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公司能够持续从房地产市场上取

得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估计。为了增强公司

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经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此项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运用新会计政策追溯计算的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

响数为 19,856,890.58 元，其中调增未分配利润 18,809,512.71 元，调增盈余公积 1,047,377.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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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15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投资性房地产 28,256,041.33  

无形资产 -4,894,993.58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04,157.17  

盈余公积 1,047,377.87  

未分配利润 18,809,512.71  

2015年度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3,706,923.52  

管理费用 -134,581.5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89,600.00  

所得税费用 1,054,6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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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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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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