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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5          证券简称：奥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7-027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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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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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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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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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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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联电子 股票代码 3005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娟华  姜红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德邦路 16 号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德邦路 16 号 

传真 025-52102616 025-52102616 

电话 025-52102633 025-52102633 

电子信箱 mail@njaolian.com mail@njaoli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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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产品及功能 

公司以汽车动力电子控制零部件为主要发展方向，主要产品包括电子油门踏板总成、换挡控制器、低温启动装置、电

子节气门、电磁螺线管和尿素加热管等。同时，公司产品还涉及部分车身控制部件，包括车用空调控制器、汽车门窗控制器。

公司产品在多个细分领域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主要产品如下表所示： 

分类 公司产品体系 

 

 

 

 

 

 

 

 

 

 

 

 

 

 

 

 

 

车身控

制系统 

 

 

 

 

 

 

 

 

 

 

 

 

 

 

 

动力电子控制 

 

电子油门踏板总成 

 

 

换挡控制器 

 

 

电子节气门  

 

 

 

低温启动装置（格栅加热器、火焰预

热装置、燃油加热器、电热塞） 

 

 

 

 

电磁螺线管  

 

尿素加热管  

 

 

线束 

 

底盘电子控制 / / 

 

 

 

 

 

车身电子控制 

 

车用空调控制器  

 

 

汽车门窗控制器 
 

 

车载电

子电器 

汽车信息系统 汽车信息系统、车载通信系统、上网

设备等 

/ 

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GPS定位系统等 / 

 

娱乐系统 

 

汽车音响、数字视频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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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油门踏板总成 

传统的油门是通过驾驶员的踩踏，由油门拉索控制发动机油门的开合程度，从而决定供油量的大小。这种传统油门控

制精度较差，燃油燃烧不充分，发动机负荷增大，也导致排放出的尾气含油量较高，因此不能适应现代发动机节能环保的要

求。电子油门踏板总成比传统方式精确，发动机能够根据汽车的各种行驶信息，精确调节进入汽缸的燃油空气混合气，改善

发动机的燃烧状况，从而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有效降低尾气中的油含量。同时，电子油门踏板总成还可以设置各种

功能来改善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公司生产的电子油门踏板总成产品在整车动力系统中的作用原理为：电子油门通过输出和踏板角度成比例的电信号给

汽车控制单元（ECU），ECU根据汽车行驶的需要向节气门驱动执行单元（微型伺服电机）发出精确的节气门开度指令，从

而实现平稳加速。 

公司是国内电子油门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QC/T 977-2014《汽车电子油门踏板技术条件》），为多家国内整车厂配

套。公司于2004年开发商用车油门踏板，以踏板式为主；2006年开始开发乘用车油门踏板。公司生产的电子油门踏板总成具

有产品寿命周期长、稳定性高、防干扰能力强等优点。此外，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和整车厂做技术交流，及时了解整

车的发展方向，将技术不断升级。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电子油门自主品牌中最大的企业之一。 

公司生产的电子油门踏板总成产品按照结构方式分为：踏板式、悬挂式、手动式。踏板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一般用在

商用车上；悬挂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主要用在乘用车上；手动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一般用在商用车上或改装车上。 

电子油门踏板总成分类（按照结构方式） 

   

踏板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 

（应用于商用车：一汽解放J5M） 

悬挂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 

（应用于乘用车：通用新赛欧） 

手动式电子油门踏板总成 

（应用于中国重汽豪沃） 

（2）换挡控制器 

换挡控制器是控制变速箱实现档位切换的装置。根据变速箱种类的不同，换挡控制器分为手动换挡控制器（Manual 

Transmission，简称MT）、自动换挡控制器（Automatic Transmission，简称AT）和机械式自动换挡控制器（Automated Manual 

Transmission，简称AMT）。 

手动换挡控制器（MT）是手动档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其通过操纵换挡连杆将驾驶者的换挡意图通过拉索传递至变

速箱端，进而拨动变速杆改变变速器内的齿轮啮合位置，改变传动比或方向，从而达到换挡的目的。手动换挡控制器主要作

用原理是通过机械拉索实现换挡的目的，其优点是：装手动换挡控制器的汽车提速比自动变速车快，加速性能好，同时经济

省油。不过由于操纵复杂，在驾驶过程中，驾驶者的体力消耗比较大。目前，公司MT换挡控制器主要应用车型有：上汽通

用赛欧、一汽A平台和夏利N5等。 

自动换挡控制器（AT）是自动档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驾驶者不必配合离合器进行手动换挡，汽车根据自身车速信号

及发动机转速信号来判定自动实现档位的增减，可以消除手动档汽车“顿挫”的换挡感觉。自动换挡控制器主要工作原理为：

换挡意图通过霍尔原理实现电信号输出，并将电信号发送给TCU控制执行机构，实现换挡。自动换挡控制器具有换挡操作简

单、驾驶舒适性高、减少驾驶者疲劳等优点，已成为现代轿车配置的一种方向。目前公司AT换挡控制器主要应用车型有：

上汽通用赛欧、华晨中华M平台、华泰B11、华泰圣达菲和江淮和悦等。 

机械式自动换挡控制器（AMT）是装配在以传统手动变速箱为基础把选档、换挡、离合器及相应发动机供油操纵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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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处置器为核心的控制器来实现自动换挡的汽车上。机械式自动换挡控制器将驾驶者意图通过逻辑信号传递给控制器，控制

器依据当前汽车运行状况、路面情形及驾驶者的意图，自动判定变速箱的最佳档位及最佳换挡时机，最终通过控制发动机、

变速箱、离合器完成自动换挡。机械式自动换挡控制器主要作用原理为：在传统固定轴式手动变速箱和干式离合器的基础上

应用自动变速理论和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通过电子控制单元控制执行机构实现车辆传动系统的自动操纵。目前，公司AMT

换挡控制器主要应用车型有：长城哈弗H1、海马M2丘比特、长安奔奔mini、江淮同悦和江淮瑞鹰等。 

公司于2006年投入开发一汽解放军车的AMT换挡控制器，经历几年发展，产品线已扩展到AT、MT、AMT及换挡盒等

产品，车型也从军车发展到商用车、乘用车及工程机械领域。目前，公司生产的换挡控制器产品具有能够承受200万次使用

寿命要求、防水防尘试验等级满足IP67指标等优点。未来公司将开发重量更轻、尺寸更小、结构更可靠的产品，同时紧紧跟

随主机厂和国家的要求，在新能源项目上开发结构更紧凑的换挡控制器。此外，公司正在研发按键及旋钮式等目前应用于豪

华车上的电子换挡控制器以响应市场车型升级换代的需求，以满足主机厂智能化的需求。 

换挡控制器分类 

 

       

AT换挡控制器 

（应用于华晨中华） 

MT换挡控制器 

（应用于上汽通用赛欧） 

AMT换挡控制器 

（应用于江淮同悦） 

（3）车用空调控制器 

汽车空调系统一般由取暖装置、制冷装置、通风净化装置和空调控制器装置等四部分组成，目的是对车厢内空气的温

度（冷与热）、湿度、洁净度等进行调节。车用空调控制器通过判断车厢内这些环境，进行调节与控制取暖装置、制冷装置、

通风净化装置，从而为驾驶员及乘客提供舒适环境空气处理过程，即车用空调控制器具备了控制制冷、供暖、通风、净化空

气、加湿和除湿等多项功能。 

公司生产的车用空调控制器产品分为三类：手动机械式空调控制器、电动电子式空调控制器、全自动式空调控制器。 

手动机械式空调控制器是通过手动控制空调各个风口风速、风量、温度，面板与空调之间传动依靠机械结构实现。手

动机械式是最早的空调控制器，与其他空调控制方式相比，不具备逻辑处理功能，手动控制手感稍差，档位感觉受机械情况

限制，精度低。优点是价格相对便宜。 

电动电子式空调控制器是将控制面板与空调主机之间的连接部分换成电控，执行原理基本与手动相同，但控制精度更

精确。电动电子式空调一般不单独安装，通过在控制面板上增加触发式按键或者编码器、电位器式的电器件实现电动控制功

能。电动电子式的特点是一般应用于较低配置汽车，具备一定简单逻辑处理功能，带电路板与CPU，电气线束连接，操作仍

然较频繁，其价格低于自动空调控制器。 

自动空调控制器是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其工作原理是空调控制装置根据车室内温度、湿度、空气清洁度、人员及空

气流动性等自主判断并调整空调的出风位置、风量，使车内空气始终处在人体舒适区域。自动空调控制器分为全自动式空调

控制器和多温区自动式空调控制器。 

全自动式空调控制器的特点是应用于较高配置汽车，带电路板与CPU，具备复杂逻辑处理功能，具有充分的环境状态

信号输入。全自动式空调控制器操作简便易用、舒适性好，是空调将来的主流发展方向。多温区自动式空调控制器的特点是

应用于高端汽车配置，有更多环境状态信号输入，操作上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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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追求整个空调系统的小型轻量化，减少能源消耗和实现自动控制方面。目前全球空调

都趋向于往自动化、提高舒适性、高效节能方向发展。公司在2004年开始研发空调控制器，从原先的手动空调发展至全自动

空调，从商用车扩展至乘用车。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产品已实现了智能控制。通过采用汽车总线技术，产品具备了高

兼容性、通信更便捷和抗干扰能力强等多项优点。 

车用空调控制器分类（按照系统方式） 

 

 

手动机械式空调控制器 

（应用于乘用车马自达J36R） 

 

电动电子式空调控制器 

（应用于乘用车名爵MG3） 

 

 

 

 

 

全自动式空调控制器 

（应用于卡车一汽J6系列） 

多温区式全自动空调控制器 

（应用于乘用车海马B11） 

（4）低温启动装置 

低温启动装置主要用于柴油机，在我国，该类产品多用于商用车。由于柴油的物理特性，低温条件下，燃料粘度增加

而不利于燃油的雾化与燃烧，同时，润滑油流动性变差使各运动零部件阻力增大，再加上蓄电池工作能力降低等因素的影响，

极易导致发动机启动困难、机件磨损、功率降低、燃料消耗增加和动力性能下降。低温启动装置能够达到加热空气、提高低

温环境下柴油发动机启动能力的目的。 

低温启动装置根据工作原理的不同，分为进气加热、水循环预热和缸内预热。公司生产的低温启动产品主要有：格栅

加热器（金属、陶瓷）、火焰预热装置、燃油加热器和电热塞。 

 ①进气加热系统产品 

A.格栅加热器 

格栅加热器系统是安装于发动机进气口的一种加热装置。在寒冷环境下，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格栅加热器工作，利用其

加热片产生的高温加热发动机进气管的空气，达到加热空气、提高低温环境下柴油发动机启动能力的目的。 

格栅加热器的主要工作原理为：格栅预热系统为在低温环境下由ECU发出预热指令，控制继电器触点吸合，接通格栅

加热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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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发动机的排放要求逐步提高，在柴油机国IV排放标准实行后，格栅加热器成为了各大柴油机厂家较好

的选择，逐步成为柴油机加热系统的主流，得到广泛运用。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研发生产格栅加热器的公司之一，迄今为止已经研发出多种多款格栅加热器，与玉柴、潍柴、南

京依维柯发动机等国内主要柴油机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传统的汽车用柴油机，公司近年来也开发并且批量生产

了适用于船用柴油机、工程机械柴油机等机型的格栅加热器。 

B.火焰预热装置 

火焰预热装置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燃烧柴油来加热发动机吸入的空气，以提高发动机冷起动性能。完整的火焰预热装置

由电子控制器、火焰预热塞、温度传感器及油路四个部分构成。其中，电子控制器是火焰预热系统的核心部件，用来控制整

个系统的开启、关闭、故障判断、故障报警等功能。火焰预热塞是系统的关键执行部件，安装在发动机的进气支管上，其发

热体芯在前加热完成时表面温度将达到950℃- 1050℃之间，在后加热时点燃柴油以达到预热的目的。 

火焰预热装置目前是公司低温启动装置的主要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已广泛运用于玉柴、潍柴等柴

油机，并且装配到福田、东风柳汽等主要商用车上。公司生产的火焰预热装置具有加热迅速、加热能力强等优点；此外，公

司产品还具备维护方便、电能损耗低、不会影响电源起动系统的可靠性，以及能够使用于温度更低的环境（-40℃左右）等

优势。 

②水循环加热产品：燃油加热器 

燃油加热器是通过燃油加热器附带的水泵将发动机体内的冷却液抽出，通过燃油加热器将其加热后再循环至发动机机

体内，以此加热发动机，达到低温条件下启动发动机的目的。这种低温启动方式的整个加热过程需15-30min，能将发动机机

体温度加热到50℃左右，此时发动机的机油也得以加热，机油的粘度降低，发动机在低温条件下的润滑条件改善，使发动机

顺利启动。 

燃油加热器的主要工作原理为：电动机带动油泵、助燃风扇及雾化器转动，油泵吸入的燃油经输油管送到雾化器，雾

化后与助燃风扇吸入的空气在主燃烧室内混合，被炽热的电热塞点燃，在后燃烧室内充分燃烧后折返，经水套内壁的散热片，

将热量传给水套夹层中的冷却液介质，被加热介质在水泵（或热对流）的作用下，在整个管路系统中循环，达到加热的目的。

除了给发动机预热外，燃油加热器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作用就是给车内取暖。其产生的热量可以通过吹风口吹进车厢，起到

在寒冷天气情况下给车内取暖的作用，故燃油加热器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公司生产的燃油加热器使用寿命长，并具有热效率高、升温快、污染小、乘坐舒适、无异味、噪音低、不干燥、节油

等优点。公司目前主要生产依维柯宝迪系列燃油加热器。 

③缸内预热系统产品：电热塞 

缸内预热系统是通过电热塞作为缸内预热系统的执行元件，在接收到ECU发出的加热指令后，在发动机缸内对缸口的

进气进行直接加热。其具有预热时间短，使用寿命长、优化柴油机排放等优点，是中小型发动机的最佳选择。 

缸内预热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为：缸体内预热由电热塞和预热控制器组成，ECU发出工作命令给预热控制器，预热控

制器接通电热塞电路，电热塞开始预热，预热时间由ECU通过水温传感器所得到的温度和相关信息进行控制设定。电热塞通

电使发热体部分在短时间内温度升高到850℃以上，对发动机缸体内的燃油进行预热。预热控制器对电热塞的断路、短路、

过电流等失效模式具有检测功能，并能把故障信号及时反馈给发动机ECU。 

目前国内的电热塞主要应用于中小型柴油发动机，公司所设计研发的产品已经完成对此领域的覆盖。公司先后完成了

发热体直径Φ5、Φ6等型号的开发，目前正在开发试制Φ4型号的电热塞。目前，公司的电热塞产品主要应用于江淮汽车、大

柴、东风小康、三一、吉奥等多家企业的发动机产品上。公司现正与依维柯合作进行F1C发动机国产化的项目，后续将会继

续跟随国际主流形势，研发瞬时启动系统（ISS）、压力传感器电热塞（PSG）等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的新型电热塞。 

低温启动装置产品使用特性对比表 

特征 格栅加热器 火焰预热装置 燃油加热器 电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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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方式 进气预热 进气预热 水循环预热 缸内预热 

使用范围 欧II、III、Ⅳ机型 

 

欧II、III机型； 

特别建议不要在高海

拔地区使用 

客车、军车及特种车

辆使用 

 

中小型柴油发动机 

 

适用类型 重中型柴油发动机 全系列柴油发动机 客车及特种车辆柴油

发动机 

中小型柴油发动机 

产品优点 1.结构简单 

2.成本较低 

3.使用寿命长 

1.加热效能高 

2.能耗较低 

3.独立控制 

1.加热效能高 

2.附带驾乘室取暖 

3.对电瓶能耗低 

1.预热时间较短 

2.能耗较低 

3.拆换方便 

产品缺点 1.产品能耗大 

2.加热片成型要求高 

1.产品成本高 

2.不适用国四 

3.预热塞寿命短 

1.产品成本高 

2.预热时间较长 

3.体积太大，安装难 

1.不适合重型柴油机 

2.产品一致性要求高 

低温启动装置产品分类 

 

 

 

  

 

 

 

格栅加热器 燃油加热器 电热塞 火焰预热装置 

（5）电子节气门 

电子节气门是控制进入发动机空气量的可控阀门，上部是空气滤清器，下部是发动机缸体。其具体控制过程是在发动

机工作时，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将反映加速踏板位置的电信号传送给电子控制器，电子控制器根据此位置信号判断驾驶员的

驾车意图，并参考发动机转速传感器、进气压力传感器及其它相关传感器的电信号，得到最佳的节气门开度参数，然后与当

前的节气门位置进行比较。当节气门的开度与最佳开度参数不一致时，便输出控制信号，控制节气门驱动装置工作，将节气

门调整到适当的开度。公司的电子节气门产品根据控制方式分为被动式节气门与主动式节气门。 

公司于2010年开始进行电子节气门产品的研发，是国内自主品牌中较早从事主动式电子节气门研发的公司之一，目前

已建立起完整的设计开发流程，拥有高新技术产品的认证，同时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公司着眼于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紧

跟世界各大主流电子节气门供应商，已成功开发了多款节气门产品，公司电子节气门产品性能在国内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

具有性能稳定、高可靠性、高灵敏度、产品性价比高等优势，并实现对著名的依维柯索菲姆发动机节气门进行批量供货。 

电子节气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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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电子节气门 被动式电子节气门 

（6）电磁螺线管 

电磁螺线管是电控硅油风扇的核心部件。电磁螺线管将采集的风扇转速信号输出给ECU，同时接收ECU信号来控制电

控硅油风扇的转速。从而体现节能环保、降低系统噪声要求。 

公司为国内首家开发电磁螺线管项目的自主零部件厂，主要为东风贝洱配套供货。公司生产的电磁螺线管产品具备多

项优势，不仅增加了电容滤波保护、提高产品抗干扰性能，还具备了增加转速信号采集及输出功能。目前生产过程也已得到

德国贝洱公司认可并开始批量供货，产品在性能及价格上与进口件相比均占优势，公司后续有望通过德国贝洱公司进入欧洲

市场，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 

电磁螺线管产品 

 

电磁螺线管 

（7）汽车门窗控制器 

汽车门窗控制器主要由电源、中控马达传感器、门控传感器、ACC点火开关电路组成。公司生产的汽车门窗控制器产

品主要有左控制面板、右控制面板、门窗控制器。 

根据客户的使用需求，公司生产的汽车门窗控制器可以实现以下功能：主驾驶和副驾驶门窗升降、主驾驶和副驾驶门

锁控制、主驾驶和副驾驶后视镜调节、主驾驶和副驾驶广角镜调节以及主驾驶和副驾驶后视镜除霜等。 

公司于2008年开始研发汽车门窗控制器产品，将来计划开发增设无线钥匙模块。目前，公司的产品防水防尘等级已达

到IP53，性能较好。公司目前已搭建门窗耐久试验台架，能够真实的模拟车况，满足门窗耐久试验；在电气方面，公司推进

了产品设计平台化建设，能够提高产品的稳定性、缩短开发周期，同时将研发更安全舒适的新型门窗控制器以适应发展趋势。 

汽车门窗控制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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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控制器 

（应用于商用车） 

门窗控制器 

（应用于乘用车） 

（8）尿素加热管 

尿素加热管产品主要应用于柴油发动机尾气后处理的SCR系统（选择性催化系统），该产品通过管路的加热能够在低

温的条件下有效的防止管路内的尿素溶液出现结冰导致尿素溶液流通不畅的现象，从而保证尿素溶液的正常供给，确保SCR

系统的正常运作。 

随着柴油车日益广泛的应用和柴油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日益严格，柴油车辆在国III以后的发动机上都须使用尾气后处理

装置。目前的SCR系统中用以传输尿素溶液的输送管路是普通的输送管，没有预热功能。在冬季寒冷的北方地区，输送管路

中的尿素一旦被冰冻，则尾气后处理系统将无法正常投入工作，因此柴油机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尿素输送管路的保温加热功能

得到应用。国III及以上标准的发动机主要以电控的控制方式，因此电加热的尿素加热管成为柴油机尾气后处理系统的首要选

择。 

公司生产的尿素加热管采用电加热方式，在管路外部附有加热装置，并通过车载电源及ECU控制管路的加热以降低尾

气排放。主要加热工作原理是尿素管的输送管路具有电加热功能，它用一种介质为32.5%尿素浓度的水溶液，通过车上特定

的泵进行喷射，与发动机尾气中的氮氧化物起化学反应，以达到降低发动机排放的目的。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使输送管路中的

尿素—水溶液在结冰的情况下在设定的时间内完全融化，也可控制最高加热温度以保证尿素不会在高温下被分解，并且可以

控制好电流大小使之与整车控制系统匹配，最终可达到保证尿素—水溶液在冰冻的环境下被顺利输送的目的。 

尿素加热管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需要承受SCR系统所提供的压力。为了更好的保护管路，公司采用了新一代自锁式尿素

专用快速接头，具有较高的密封性、抗腐蚀性和良好的耐压性能。公司生产的尿素加热管接头内部密封材料采用聚四氟乙烯

材料，能够有效抵抗尿素的强腐蚀性，保证密封性能的完好。 

公司生产的尿素加热管具有结构制作简单、使用寿命长、性能精确、可靠性高等优点。在柴油发动机的尾气后处理系

统中，公司的产品既具有输送尿素溶液的功能，又具有在尿素溶液冷冻结冰的情况下进行加热融化的功能，并可对加热功率

和温度进行严格控制。 

公司于2008年开始进行尿素加热管产品的研发，目前已建立起完整的设计开发流程。产品已通过陕汽集团在黑河的试

验，开始批量投入市场。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中联重工和陕汽集团等厂家。 

尿素加热管产品 

 

（9）线束 

汽车线束又称低压电线，是把电流导向汽车各部位的电装部品，可以将驾驶员的意图传达到汽车各方面，是汽车电路

的网络主体。该产品由多根铜丝绞绕在一起，包裹在聚氯乙烯绝缘皮内，柔软而不容易折断。在目前，不管是高级豪华汽车

还是经济型普通汽车，线束组成的形式基本是一样的，都由电线、接插件和包裹胶带组成。 

线束可分为发动机线束、仪表板线束、车身线束、车门线束、前围线束、电瓶线束和空调线束等。 

线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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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业务 

公司的研发实力较强。公司的研发模式分为受托研发和自主研发两种。在受托研发中，委托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研究

开发费用和报酬，完成协作事项并按期接受研究开发成果。受托方即研究开发方的义务是合理使用研究开发费用，按期完成

研究开发工作并交付成果，同时接受委托方必要的检查。受托研发的情况包括为客户小规模试制样品、开发模具。样品经检

验合格后委托方进行批量采购。 

（二）汽车电子行业技术水平及技术特点、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及行业特征 

 1、行业技术水平及技术特点 

汽车电子化是现代汽车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汽车电子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和安全性，还改

善了汽车行驶的稳定性和舒适性，在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电子产品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随着汽车电子新技术的应用发展，全球汽车电子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汽车电子产业链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一些大

型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如博世、德尔福等开始进入嵌入式系统开发、MCU/ECU模块开发并直接形成汽车电子产品的业务领域，

造成新的产业链格局和竞争优势。而飞思卡尔等半导体厂商则通过直接和通用等整车厂商合作，或提供整套汽车电子解决方

案等，形成新的技术市场介入模式。 

为了满足整车多样化需求，汽车电子企业更多地参与到整车新产品开发全过程协同研发，以提升汽车电子自身技术水

平。这样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不仅表明汽车电子在整车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价值占有比也越来越高，同时技术壁垒和垄断

的形式也将呈现新的格局，同领域间厂商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2、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根据汽车电子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不同，可以将汽车电子市场分为整车配套市场（OEM市场，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和零售改装市场（AM市场，Agile Manufacturing）。 

（1）整车配套市场 

整车配套市场又称为前装市场，是指汽车电子供应商直接为整车厂商或者汽车零部件系统供应商提供汽车电子产品配

套，供整车厂商生产整车或维修使用。整车配套市场一般包括整车厂商的下属企业或者是经过整车厂商认证的汽车电子产品

供应商生产。 

整车配套市场是大部分汽车电子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由于整车厂商一般对配套厂商的产品质量要求很高，而且要经

过一系列严格、复杂的认证程序，因此这一市场的进入壁垒相对较高。 

（2）零售改装市场 

零售改装市场又称为后装市场，即汽车售后改装市场和配件市场。汽车电子产品供汽车消费者维修或者改装汽车使用，

市场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生产商可以是经过整车厂商认证的供应商，也可以是自行研发生产而未经汽车整车

厂商认证的供应商。因此和整车配套市场相比，汽车电子产品的售后改装市场和配件市场相对比较容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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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过整车厂商认证的汽车电子产品供应商进入零售市场相当容易，并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汽车电子产品

零售市场通常由汽车整车厂商认证的供应商占据，尤其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产品。 

汽车电子市场分类与特征 

内容 整车配套市场 零售改装市场 

市场范围 汽车整车厂组装或汽车整车厂零部

件维修 

售后维修或售后改装、加装 

生产厂商 整车厂商下属企业生产或通过认证

的供应商生产 

认证供应商生产或非认证供应商生产 

需求影响因素 汽车整车产量 消费者需求偏好 

市场进入壁垒 较高 较低 

3、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1）行业周期性 

汽车零部件行业与汽车整车行业存在密切联系，汽车整车行业的周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周期密切相关。因此，汽车零

部件行业受到汽车整车行业、国民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2）行业区域性 

与整车企业布局相适应，目前全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形成六大区域性集聚地带，即以哈、长、沈为中轴的东北地带，

泛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以武汉为中心并连接郑州、长沙形成的中南地带，以重庆、成都、柳州构成的西南三角区和

环渤海湾经济区地带。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集群化可以使分工更精细、更专业化，信息更集中、更快捷，物流网络化效率提升，

规模效应更容易体现，总体更有利于实现零部件产业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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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823,380.37 267,356,335.09 21.87% 233,536,53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01,229.12 39,536,656.31 29.25% 31,881,07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314,122.71 38,027,233.51 29.68% 31,596,56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0,762.15 60,819,146.75 -65.42% 66,849,557.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0.66 28.79%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66 28.79%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1% 21.91% 1.50% 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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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70,782,816.12 317,607,005.40 79.71% 305,672,89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9,786,902.96 192,700,503.17 117.84% 168,163,846.86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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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74,234.39 73,523,738.45 76,525,659.40 106,199,74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11,548.02 12,450,299.70 11,294,476.13 14,244,90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67,220.30 12,232,500.55 10,885,098.41 13,129,30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0,016.40 2,682,245.35 2,119,555.21 8,558,9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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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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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胜 境内自然人 36.35% 29,076,000 29,076,000   

刘爱群 境内自然人 7.09% 5,670,000 5,670,000   

霍尔果斯凯风

进取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3% 4,500,000 4,500,000   

常州金茂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3,600,000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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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晟唐银科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8% 2,700,000 2,700,000   

江苏新材料产

业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4% 2,592,000 2,592,000   

南京奥联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4% 2,592,000 2,592,000   

汪健   境内自然人 2.93% 2,340,000 2,340,000   

涂平华 

  
境内自然人 2.74% 2,190,000 2,190,000   

刘毅浩 

  
境内自然人 2.74% 2,190,000 2,190,000   

吴芳 境内自然人 2.74% 2,190,000 2,1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军胜与刘爱群为兄妹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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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深圳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A股。 

2016年12月29日，奥联电子在深圳创业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0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资于“年产300万

套电子油门踏板总成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年产100 万套换挡控制器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年产50万套欧IV及以上

低排放发动机电子节气门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2. 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增长 

经审计后的2016年营业总收入为32582.34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1.87%；净利润为5021.35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7.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110.12万元，较上年度增长29.46%。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的增长主要是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所致。 

3.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公司以质量可靠的产品、优质贴心的服务在稳定老客户的同时，不断开拓并占领新的市场，2016年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

售额的30.83%，同时服务满意度逐步提高，正向树立公司品牌形象。 

4.大力发展人才战略 

公司在培养和积累一批技术开发和管理人员的同时，引进了一批高级研发人员和管理人才，强化了技术研发和供应链管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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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学生产，制造产能不断扩大 

通过强化生产计划管理，加强生产过程问题稽核，开展生产不增值项优化工作，改进并消除了生产过程中诸多环节不增

值的项目，优化生产工艺，加快生产节拍，减少了制造过程的浪费，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供应链系统的整合优化，极大地

提高了生产产量。 

6.研发技术不断改进提升 

2016年通过对项目里程碑、关键节点的科学管控，完成量产项目108项，申请19项研发专利，通过工艺不断优化、产品

新材料研发、新技术改进及性能验证等科技手段降本，强化了研发成本管控，提高科技质量，提升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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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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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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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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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增加的子公司： 

2016年1月，本公司与姜朋昌、吴海啸和张涌共同出资设立新能源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1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

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6年12月31日，新能源公司的净资产为6,754,750.29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

利润为-795,249.71元。 

2016年1月，本公司与吴亮共同出资设立国际贸易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2月1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实缴资本1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占其实缴资本的7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

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6年12月31日，国际贸易公司的净资产为884,008.37元，成立日至期末

的净利润为-115,991.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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