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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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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90,17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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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临精工 股票代码 3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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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昌军 房正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凤凰中

路 37 号 

四川省绵阳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凤凰中

路 37 号 

传真 0816-6800655 0816-6800655 

电话 0816-6800673 0816-6800673 

电子信箱 fljgzqb@fulinpm.com fljgzqb@fulinp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团队努力践行 “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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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发展战略，不仅在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且积极推进外延式扩张，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由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切入到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这使得公司在经营规模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格局。  

（一）发动机精密零部件 

汽车发动机主要由两大机构、五大系统组成，分别为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燃料供给系统、润滑

系统、冷却系统、点火及起动系统。其中，配气机构的功用是根据发动机的工作顺序和工作过程，定时开

启和关闭进气门和排气门，使可燃混合气或空气进入气缸，并使废气从气缸内排出，实现换气过程。汽缸

盖、进排气门、凸轮轴、摇臂、挺柱、张紧器及传动系统（含可变气门系统VVT、VVL）共同组成配气机构。 

1、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配气机构，目前拥有气门挺柱（机械挺柱、液压挺柱）、液压张紧器、摇臂、喷嘴、

发动机可变气门系统（VVT、VVL电磁阀）、精密零部件及其他等六大类系列产品，其中：发动机可变气门

系统迎来快速增长期，本报告期收入占发动机精密零部件业务收入的38.71%，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公

司目前已成为国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主要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如下图： 

 

产品分类及用途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特性及用途 

1 
气门挺柱 

（或称“气门挺杆”） 

气门挺柱是发动机配气机构气门传动组的主要构件之一，其功用是将

来自凸轮运动的作用力传给推杆或气门，可起到调节气门间隙、保证

气门运动精准、降低配气机构工作噪音的作用。按其结构原理可分为

机械挺柱和液压挺柱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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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压张紧器 

液压张紧器是乘用车发动机正时或附件传动系统的组成部件之一，应

用于乘用车发动机传动系统中，其作用是自动张紧正时皮带（或正时

链条）以及附件传动，可根据发动机工况自动调节皮带（或链条）的

张紧力，缓冲皮带（或链条）高速传动中的冲击载荷和震动，使皮带

（或链条）处于张紧状态，保证皮带轮（或齿轮）正时，提高发动机

运行的平稳性，降低发动机噪音。乘用车发动机传动系统由正时传动

和附件传动两大系统构成，每个正时传动和附件传动一般均各安装一

个液压张紧器或机械张紧器（或使用张紧轮）。 

3 摇臂 

摇臂是发动机配气机构气门传动组的主要构件之一，主要作用是将凸

轮轴的转矩转化为驱动气门开启的直线运动，相当于一个杠杆，与凸

轮轴、挺柱等部件共同起到开启或关闭进排气门的作用。 

4 喷嘴 

机油喷嘴应用于发动机润滑和冷却系统中，公司生产的机油喷嘴

分为活塞冷却机油喷嘴、链条润滑喷嘴。 

活塞冷却机油喷嘴是将一定压力和流量的机油喷射到活塞底部指

定的位置上，以达到快速冷却活塞的目的，多用于柴油机、增压汽油

机和缸内直喷汽油机上。 

链条润滑喷嘴是将小流量的机油喷射到高速运动的链条上，以达到润

滑链条及相关部件的目的。 

5 发动机可变气门系统 

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可变气门系统主要为可变气门正时系统（VVT）及可

变气门升程系统（VVL 电磁阀），属于内燃机可变进气系统技术领域，

主要应用于乘用车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是汽车节能减排的新型技术

之一。VVT、VVL 可以单独或同时应用在汽油发动机上。因商用车主要

使用柴油机，与乘用车汽油机工作方式不一样，目前商用车一般未使

用 VVT 或 VVL。 

VVT 是英文 Variable Valve Timing 的缩写，即“可变气门正时”，

由凸轮相位器（VCP）、机油控制电磁阀（OCV）两大总成部件组成。

可变气门正时（VVT）工作原理是根据乘用车发动机实时工况，计算出

最佳的气门正时，并将其转化为控制信号传给机油控制电磁阀（OCV），

OCV 通过控制通往凸轮相位器（VCP）机油的方向和流量来调节气门正

时到发动机电控单元 ECU 指定的范围内，并通过相关传感器实现闭环

控制，可起到减小泵气损失、提高充气效率、提高进气速度、可控内

部废气再循环（EGR）的作用，达到提升发动机功率、扭矩，降低燃油

消耗，减少废气排放的目的。 

VVL 是英文 Variable Valve Lift 的简写，即“可变气门升程”，

由控制机构（电磁阀、电机等）和执行机构（可变摇臂、可变挺柱等）

两大部件组成，公司目前生产 VVL 系统控制机构中的电磁阀，执行机

构中的可变摇臂和可变挺柱目前正处在样件试验阶段。VVL的结构主要

分为固定两级可调式和连续可调式两种，其工作原理是乘用车发动机

ECU 根据发动机实时工况，计算出最佳的气门升程，并将其转化为控制

信号传给控制机构（电磁阀、电机等组成），控制机构根据 ECU 信号来

控制执行机构（可变摇臂、可变挺柱等组成）的动作，实现改变和控

制气门升程，达到提升发动机功率、扭矩、降低燃油消耗、减少废气

排放的目的。VVL 也是实现发动机闭缸技术的路线之一。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的主要坯料、原辅材料、外购标准件及其他物资采购均由采购部向供应商集中统一采购。采

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制定原材料（或生产设备）采购计划。每月初公司依据与主机厂签订的月度订单结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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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情况，编制次月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及采购。按照不同的采购类型及采购产品的重要性程度分别由

对应审批权限的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审核批准后再交由采购部门执行采购计划。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专业生产与外协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公司产品的研发设计与热处理、精密加工、产品装

配、检测等是保证产品质量与竞争力的关键，目前这些关键工序制造由公司完成。公司仅向外协供应商采

购坯料和外协加工服务。这种生产模式最大限度提高了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由于公司为各主机厂配套的发动机机型各有不同，因而公司产品生产具有多品种、中小批量、定制（非

标准件）生产的特点，公司的生产模式一般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根据与主机厂签订的月度订单结合

产成品库的库存情况，编制月度预测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主要采取直销模式。产品主要向国内外主机厂配套销售，少部分产品通过汽车零部件批发商、

外贸公司或跨国公司等渠道销往国内外售后服务市场。 

3、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市场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在2000到2015的15年间增长了10余倍，已经是拥有5.08亿人口的欧盟27国汽车年产

销量的2倍，从产销量及其增速看，中国车市历经了十多年高速增长后开始步入平稳增长阶段。2016年在

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下，车市明显回暖，产销量超出预期。2016年中国汽车产销总量再创历史新高，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2811.9万辆和2802.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5%和13.7%。 

2016年，各大发动机企业不断改革创新，引进先进技术和一流生产线，为打造高端产品而投入大量资

源。尤其是自主品牌，一方面引进新技术，一方面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取得核心技术突破，使得产品质量

迅速提升，有力促进国内发动机行业的发展。2016年在整车市场较高增速的拉动下，车用发动机产产销量

完成2515.98万台和2506.26万台，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15%和14.32%。 

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作为汽车发动机的上游，其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整车市场和汽车维修服务市场的发

展。正是得于汽车行业良好的发展局面和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拼搏，报告期内，公司的零部件业务取得了

较好的经营业绩。 

（2）主要竞争对手和市场地位 

1）主要竞争对手 

目前，公司各产品在国内主机和国外主机配套市场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下： 

产品类型 主要竞争对手 

气门挺柱 伊纳（德国）、伊顿（美国）、GTT、PPM、杭州新坐标、宜宾天工 

液压张紧器 伊纳（德国）、NTN（日本）、上海宝福 

摇臂 伊纳（德国）、伊顿（美国）、GTT、杭州新坐标 

喷嘴 喷达（法国）、浙江黎明 

可变气门 VVT 伊纳（德国）、博格华纳（美国）、德尔福（美国） 

2）公司市场地位 

http://db.auto.sohu.com/carsales/
http://db.auto.sohu.com/carsales/
http://db.auto.sohu.com/carsales/
http://db.auto.sohu.com/baike/501.shtml
http://db.auto.sohu.com/car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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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之一，已经形成主机市场为主、售后市场为辅，

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逐步突破的格局。公司现有主机市场客户50余家，其中国内市场客户涵盖了奇瑞、

长城、比亚迪、江淮汽车、南京汽车（上汽集团旗下）、广汽乘用车、东风汽车、新晨动力、长安汽车和

北汽福田等30余家国内主流品牌，及神龙汽车、上汽通用（东岳动力等）、通用五菱、航天三菱、东风商

用车、东安汽发、昌河铃木等近20家合资品牌主机厂，境外主机市场客户包括思达耐、科勒、北美通用、

台湾中华等；公司境外售后市场客户包括TOPLINE、盖茨、辉门和AC德科等全球主流品牌。公司通过自身

的努力，已在多家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主机厂同类产品中占有较高的采购比重。 

公司的VVT产品实现了替代进口，在自主品牌中占据绝对优势，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 

（二）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 

锂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池隔膜以及电解液等构成，其中：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

键材料，直接影响锂电池的各项性能指标。 

锂电池结构组成及成本比例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 

1、主要产品及用途 

升华科技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其产品为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主要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生产，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SEM 图 产品特性及用途 

1 
磷酸铁锂系列 

（LFP） 

 

升华科技生产的磷酸铁锂系列产品具有电化学性

能优良、加工性能出色、产品品质稳定等特点，被

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的生产 

2 

三元材料系列 

（锂镍钴锰氧化物

/NCM） 

 

升华科技主要生产与销售 111 比例以及 523 比例两

种规格的三元材料，该产品具有高容量、高压实、

加工性能优异等特点。相关产品被广泛的应用于新

能源乘用车动力电池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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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升华科技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严格遵循采购流程，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供货能力、服务能力、价格进

行综合考量，经过小规模试用采购后与合格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同。 

2）生产模式 

升华科技采取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按需生产方式，即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由销售部统一接受订单后，

编制发货计划，传递给生产部，生产部制定生产计划，统筹产品生产。品质部对原料、产成品进行检验和

监督。财务部负责成本核算，指导生产车间统计工作，监督库存盘点，每月成本核算分析。生产流程如下

图所示：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方式全部为直销。公司销售部门与锂离子电池电芯制造商初步确定合作意向后，即向客户送

样检测；检测合格后，公司即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或订单；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安排生

产和出货计划；公司发货后，客户收到货物并签收确认单，公司即确认收入。 

3、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市场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5-2020从数量上给出了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明确目标，无论是国家层

面还是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补贴优惠的扶持政策，从下游需求端拉动了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的高速增长。2016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为77.4万辆，同比增长42％，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53%。 

http://db.auto.sohu.com/baike/10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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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不断进步，锂电池综合性能不断提升、成本持续下降，锂离子电池是现阶段

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的主流选择。工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锂离子电池累计完成产量78.42亿自然

只，累计同比增长35.8%。 

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作为动力锂电池主要的正极材料，随着下游需求端的高速增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态势。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锂电池正极材料产量16.16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

磷酸铁锂产量5.7万吨，同比增长75%；三元材料产量5.43万吨，同比增长49%。 

（2）主要竞争对手和市场地位 

1）主要竞争对手 

升华科技在锂电正极材料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下： 

公司名称 简介 

台湾立凯电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台湾立凯是一家专业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与电动巴士的生产商，拥有多项磷酸

铁锂的国际性专利技术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 

北大先行于 1999 年由东圣投资和北京大学合作创建成立，是从事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和电动汽车及储能电池组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美国 Valence 

美国 Valence 是最早将磷酸盐锂离子技术工业化的企业，解决了锂电池的倍率

放电及低温性能等问题。美国 Valence 在中国设立了威能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威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从事磷酸铁锂的生产 

烟台卓能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卓能材料（834314）是一家专业从事磷酸铁锂电池材料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杉杉能源（835930）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包

括钴酸锂、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锰酸锂正极材料以及其他如 NCA、LFP 等产

品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当升科技（300073）主营业务属于新能源材料领域，主要从事钴酸锂、多元材

料及锰酸锂等小型锂电、动力锂电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是国内

领先的锂电正极材料专业供应商 

2）公司市场地位 

升华科技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被评为高新

技术企业、湖南省新材料企业。2016年升华科技磷酸铁锂产量6903吨，占高工锂电统计产量5.7万吨的

12.11%。升华科技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锂电正极材料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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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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636,150.20 859,407,846.93 36.33% 699,571,62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829,065.83 173,705,956.14 31.73% 136,776,47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963,039.76 166,551,925.95 35.67% 130,352,93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243,485.55 74,695,958.49 146.66% 113,114,81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56 0.5733 10.87% 1.51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56 0.5733 10.87% 1.5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3% 23.33% 0.40% 41.0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464,243,644.13 1,334,028,690.08 234.64% 769,387,16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84,801,943.47 909,134,575.79 283.31% 398,506,1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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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73,587.97 314,427,572.68 262,121,031.08 359,513,95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53,736.08 58,967,751.23 49,111,519.51 67,896,05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326,383.56 59,772,949.60 48,427,049.47 67,436,65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67,156.91 28,114,722.13 83,103,356.63 34,358,2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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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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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富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78% 141,669,540 141,669,540 质押 13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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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治富 境内自然人 11.64% 59,382,914 59,382,914 质押 21,810,000 

彭澎 境内自然人 7.38% 37,628,830 37,628,830   

彭澍 境内自然人 4.29% 21,880,424 21,880,424   

从菱令 境内自然人 2.38% 12,150,668 12,150,668   

苏州厚扬启航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8% 12,150,668 12,150,668   

西藏融睿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11,354,805 11,354,805   

醴陵市升华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8,516,103 8,516,103   

安东 境内自然人 1.59% 8,100,000 8,100,000   

曹勇 境内自然人 1.58% 8,046,360 6,034,770 质押 5,400,000 

谭建伟 境内自然人 1.58% 8,046,360 8,046,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安东分别持有其 69.77％、19.93%的股份；2、安治

富：公司实际控制人、安东之父；3、安东：安治富之子；4、彭澎：彭澍之姐；5、彭澍：彭

澎之弟；6、醴陵市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彭澎和彭澍分别持有 5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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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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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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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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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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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163.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33%；实现净利润22,882.91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1.7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46,424.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4.64%；所有者权益

348,480.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31%。 

（一）努力践行公司发展战略，布局新能源产业 

公司紧抓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努力践行“同心多元”的发展战略，积极布局新能源

产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彭澎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48号），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了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切入到了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产业。 

2016年升华科技实现销售收入62,480.47万元，净利润16,369.74万元，扣非后净利润15,775.40万元。 

（二）规划产品路径，提升产品竞争力 

中国汽车零部件销售的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外资企业所控制，自主品牌零部件销售收入在全行业中占比

不足 1/3，由于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的差距，中国自主品牌零部件通常利用资源、控制成本来争取市

场份额。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公司规划了产品的发展路径：  

1、机械挺柱:通过持续的工艺改进，提升自动化水平，以降低生产成本。 

2、液压挺柱、摇臂：通过向一流主机厂的供货，形成品牌影响力，拓展更多非一流主机客户，力争

成为中国该类产品的主流供应商。 

3、VVT：通过平台建设，降低成本、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同时在该平台上借助一流主机厂带动，形

成品牌竞争力，拓展更多的非一流主机客户，力争成为中国 VVT 产品的主流供应商。 

4、张紧器：通过持续的研发和改进，形成性能、质量、成本方面的竞争力，获取更多的开发项目。 

5、喷嘴：通过柱塞式喷嘴的开发提升喷嘴的核心竞争力，加大营销力度，力争成为中国主流供应商。 

（三）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作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6年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研发平台建设，不断的提升研

发能力，持续的技术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了公司的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共投入研发费用4,263.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2016年，壮大优化了研发团队，提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升了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动作用，调动和激发了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全年共取得32项专利，其中发明

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外观专利1项。全年公司提交改善提案90余条，工艺改进近80项，为公司节

约了大量的成本。VVT升级换代产品，VVL项目，2016年完成了样件试制，新产品电子水泵、电子真空泵项

目，2016年开始立项研发。 

（四）以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加强流程管理 

2016年，公司基于业务发展和对信息化的需求，根据企业实际进一步优化了流程。利用ERP系统对PDM、

OA、金蝶等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使公司所有系统相互协调运作，对研发、采购、生产、仓储、物流、

商务等各个重要环节进行管控、优化和提升，并积累了大量的产品制造数据、质量数据、产品生命周期、

物流周转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查阅到最新、最准确、最完整的产品信息源,并且进行有效的相互沟通，

能快速解决问题。该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实施精益生产、推行标准化和自动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 

（五）积极开拓市场，扩大销售规模 

在重视技术研发的同时，公司也十分重视市场的拓展和客户的培育，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主机市场为

主、售后市场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逐步突破的市场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促营销，加强了营销队伍建设，优化了营销管理体系，快速提

升了公司的营销管理水平。通过公司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以及商务人员出色的市场拓展能力，2016年，

比亚迪、广汽、上汽通用各自某型发动机VVT项目实现了量产，完成了东风汽车、航天三菱各自某型发动

机中置式VVT的样件试制等，公司通过自身的努力，已在多家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主机厂中占据同类采购

产品的较高比重，强有力的市场拓展和客户培育为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

同期增长36%。 

（六）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打造高效团队 

人力资源是保证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2016年度公司人事行政部

紧紧围绕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开展工作，加强人力资源引进开发管理，有力地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和

工作秩序，为公司长远发展储备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2016年，公司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人才盘点计划》、《招聘配置计划》、《培训计划》、《关键人员培养

计划》、《人员优化计划》。报告期内，公司对管理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人才盘点，优化了岗位及KSA关键

指标；加强了人员储备，通过社会招聘、校园双选会等方式，共引进专业对口核心人员10余人；为提高员

工技岗匹配率，全年共进行50余项培训，有效的提高了员工的专业技能。 

（七）加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报告期内，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以及工会、团委的组织下，开展了系列党群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企

业文化氛围，极大的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2016 年公司先后组织开展了拍摄微电影、美化身边环境植树

节活动、三八妇女节活动、趣味运动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体现了富临精工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员工

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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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和

公司管理层的工作，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快速的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报告期内，公司

更加明确的界定了各部门的目标、职责和权限，建立了相应的授权和问责制度，确保其在授权范围内履行

职责。公司还通过案例分享，创新了公司管理方法。持续深入的开展和完善公司治理活动，促进了公司的

进一步规范化运作，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九）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树立公司良好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回答互动易专区投资者提问，规范接待机构现场调研，同时通过业绩说明会等，

与投资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使得投资者对公司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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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变气门系统 444,923,021.75 286,104,278.12 35.70% 93.96% 104.78% -3.39% 

挺柱 373,138,750.99 257,800,486.81 30.91% -3.86% 0.40% -2.93% 

液压张紧器 135,675,769.42 73,804,836.81 45.60% 46.13% 40.5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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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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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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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股权收购和新设立子公司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具体如下： 

1）、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于2016年12月16日完

成新股登记，2016年12月29日完成新股上市工作。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报告期仅合并升华科技资

产负债表。 

2）、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欧洲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富临精工于2016年8月24日获取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822127478 R.C.S. Versailles，公司注册资金4000欧元，实收资本5,151.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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