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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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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股本总数 10,667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3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32,001,000.00 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不进行股票股利分配。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裕工业 60308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灵辉 苏光锋 

办公地址 玉环市珠港镇三合潭工业区双港路 玉环市珠港镇三合潭工业区双港路 

电话 0576-87278889 0576-87278883 

电子信箱 add@addchina.com sgf@add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专业从事汽车悬架系统减震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是为中高档汽车售后市场及

整车配套企业提供适配的悬架系统减震器系列产品和相关服务，并已具备悬架支柱总成整体解决

方案的制造和综合服务能力。公司以市场化同步研发、柔性化精益生产、规模化集约供应能力为



核心竞争力。公司目前已储备了 9 个系列超过 10,000 种型号的汽车减震器，产品可适配全球大多

数车型。公司是国内少数能够满足客户“一站式”采购需求的汽车减震器生产厂商之一，是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评定的“中国汽车零部件减震器行业龙头企业”。  

（二）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活塞杆、钢管、支架类、弹簧盘类等钢制品，以及橡胶及工程塑料、减震

器油和包装物等。本公司所处的浙江省玉环市是“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汽摩配件及相关原

材料供应体系健全、供应商众多。公司采购部会根据往年销售业绩制定包括母公司及子公司原材

料年度采购预算，并汇同品质管理部、生产管理部根据所需原材料的质量、价格、供应商供应能

力、运输情况和实际订单情况等因素筛选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采购部会将历史采

购批量与时间间隔、销售订单和生产的实际情况导入 ERP 系统，全程监督与供应商商定的每个采

购批次的具体数量、质量、规格、价格等要素，从而既确保生产正常周转，又能控制库存、减少

资金占用。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订单式”生产模式，系根据客户的框架销售协议、实际订单等组织生产。根据每季

度的订单情况，公司将制订季度生产计划，并于每月月底召开生产工作会议制订下一月详细的生

产执行计划。本公司客户小批量、多批次的采购特点以及订单普遍具有的产品型号繁杂、不同客

户之间的订单以及同一客户的不同批次订单之间差异性较大的“个性化”特征，对本公司的生产组

织和流程优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公司对生产线进行了柔性化改造，并对生产主要环节进

行模块化管理，已自主开发了一套精益生产管理系统，可根据不同订单或同一订单不同产品型号

的交货要求组织 各模块生产，以最高限度地提高各生产模块的规模化和标准化。  

    3、研发模式  

    公司采取客户导向型研发模式，依托技术中心构建完整的产品研发设计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

机制，并通过定期培训增强研发人员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标准化设计能力。公司引进 PLM 平台支

持数据库管理模块并覆盖 10,000 多种产品的结构和阀系参数，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快速提供多套产

品开发设计方案，并可通过多功能综合实验平台和专业化样品生产线，快速甄别不同研发方案的

差异性并针对最合理的产品开发方案配对最科学的生产工艺流程以支持标准化生产。 

    4、销售模式  

    本公司产品主要通过 ODM 方式实现直接销售。公司通过参加国内外汽车及零部件展会、专



业的 B2B 网络销售平台展示公司产品的品牌、技术、适用汽车型号等产品信息，与有合作意向的

客户建立联系。公司在取得客户订单之前，需通过客户在过程控制、工艺水平和设计能力等方面

的多重验厂程序，通过验厂后，公司将进入客户的供应体系。通过多年努力，公司已成为欧美售

后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ODM 生产商，在品牌、产品技术、品质、制造规模等方面已具有较高

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主要海外客户为国际知名的零部件生产企业或大型零部件采购商。 

（三）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情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减震器行业随之迅速发展，技术水平和产品

开发能力亦有显著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的开发设计能力，规模较大的自主品牌减震器厂商。

但是，在高端产品领域我国自主品牌与国外厂商的差距依然明显。此外，市场准入壁垒、产品研

发壁垒以及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使得我国减震器行业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最近几年，我国自主品

牌减震器厂商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海外订单，而后通过与海外减震器厂商的

交流与合作，积极提升企业自身技术和管理实力，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并逐步形成多家

能够生产中高端产品、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规模的优势企业。汽车减震器也发展为面向整车

市场的整车配套模式和面向汽车售后市场的独立销售模式。 

    随着我国汽车减震器行业的兴起，我国汽车减震器类产品出口也快速增长，主要原因为：①

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全球采购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减震器厂商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可分享

国际厂商的市场份额。②在售后市场，减震器等汽车零部件的市场需求与汽车保有量密切相关。

庞大且稳步增长的全球汽车保有量为我国减震器产品出口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③减震器作为

车辆易损零部件，其在售后市场的市场需求受到车辆的行驶路况、载荷情况、驾驶员的开车习惯

以及对车辆的维修、保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欧美等汽车发达国家/地区，驾驶者更换减震器等

易损件、安全件的频率要高于国内驾驶者，这是我国减震器产品对欧美地区的出口额保持增长的

重要因素。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51,948,965.81 708,328,350.33 48.51 580,708,338.52 

营业收入 843,129,425.65 691,866,834.24 21.86 571,645,2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2,004,152.69 88,201,452.73 -18.36 67,177,35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0,926,506.34 85,366,179.31 -28.63 61,678,24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10,700,355.42 405,471,236.50 75.28 353,269,78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1,895,914.83 69,328,939.65 46.97 90,741,93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1.10 -37.27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1.10 -37.27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90 24.21 减少13.31

个百分点 

20.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86,628,510.55 231,234,417.19 211,636,317.04 213,630,18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092,068.16 22,482,264.47 16,444,682.71 9,985,13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937,280.20 16,908,516.71 14,775,703.36 6,305,00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36,169.33 46,421,600.49 45,883,020.58 15,227,463.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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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6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3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浙江正裕投资

有限公司 

0 50,314,480 47.17 50,314,48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郑连平 0 8,632,720 8.09 8,632,7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连松 0 8,435,200 7.91 8,435,2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念辉 0 7,832,720 7.34 7,832,7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元豪投资

有限公司 

0 4,784,880 4.49 4,784,88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睿玲 408,300 408,3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森 383,300 383,3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青柏 308,100 308,1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志利 229,800 229,8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恩凯 174,700 174,7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念辉、郑连松、郑连平三者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正裕投资全部

股份，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84,312.94万元，同比上升 21.86%；营业利润为 7,973.95万

元，同比下降 22.70%；净利润为 7,200.42万元，同比下降 18.3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10,189.59万元，同比上升 46.9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适用□不适用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1、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1）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本报告期除了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重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浙江嘉裕工业有限公司、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台州嘉裕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

分别简称浙江嘉裕公司、宁波鸿裕公司、嘉裕进出口公司）3 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