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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3              证券简称：万通智控             公告编号：2018-016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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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公司负责人张健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茂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芬华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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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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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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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智控 股票代码 3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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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茂国 李滨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传真 0571-89361222 0571-89361222 

电话 0571-89181292 0571-8918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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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所从事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从事轮胎气门嘴、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以及相关工具及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制造商。在售后

服务市场（AM市场），公司与31 Inc.、Tyresure、REMA等品牌售后服务商展开紧密合作；在整车配套市场（OEM市场），

公司与中策集团、Haltec等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上汽集团等整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主要销往

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 

随着汽车电子产品的兴起，凭借气门嘴技术优势和生产优势，利用TPMS产品与气门嘴之间的紧密联系，2007年开始

从事TPMS产品的研发，2012年试生产及评测，2014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及销售，目前已成功进入北美、欧洲AM市场。 

2、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轮胎气门嘴、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和工具及配件等。 

轮胎气门嘴是轮胎的充放气阀门。以气门嘴原材料区分，分为橡胶气门嘴和金属气门嘴；以用途区分，分为传统气门

嘴和TPMS气门嘴；以有无内胎区分，分为无内胎气门嘴和有内胎气门嘴；以结构和装配原理区分，分为卡扣式、压紧式、

胶座式和拧紧式四种，其中卡扣式、压紧式气门嘴属于无内胎气门嘴，胶座式气门嘴、拧紧式气门嘴属于有内胎气门嘴。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通过在每个车轮安装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在行车或静止的状态下，监测轮胎的压力、温

度等数据，并通过射频信号将数据发射到接收机，在显示器上显示各种数据变化，提醒驾车者。同时，TPMS可以在轮胎偏

离标准胎压、温度超标、快速漏气等安全隐患时进行报警，以保障行车安全，是车辆主动型安全防护装置。TPMS产品集信

号收集、传输、转换、显示等多种技术为一体，是一种高技术的汽车智能电子控制系统。TPMS分为直接式TPMS和间接式

TPMS，直接式TPMS利用安装在轮胎内的传感器直接测量轮胎内的气压并传输有关数据；间接式TPMS通过ABS系统中轮速

传感器测量轮胎的转速，由此推断轮胎气压是否异常。直接式TPMS具有反应快、准确率高的特点，在市场受欢迎程度也相

对较高。 

工具及配件主要包括轮胎及气门嘴安装和修补工具、气门嘴延伸及连接工具、气压测量工具、TPMS专业工具、气门

嘴配件、TPMS售后维护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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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20,196,213.78 310,387,449.19 3.16% 289,302,64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37,820.34 39,070,328.13 -9.55% 34,823,95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15,889.86 45,583,908.36 -30.86% 36,463,68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133,571.91 42,412,844.76 11.13% 55,627,86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6 -26.92%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6 -26.92%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9% 19.58% -9.19% 21.5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79,015,670.55 306,541,356.18 56.26% 277,486,78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726,620.41 217,019,242.91 90.18% 190,000,986.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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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227,900.44 89,652,543.82 78,787,266.79 87,528,50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3,019.76 10,184,676.02 10,639,013.51 6,011,1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98,565.51 11,368,669.87 8,522,596.50 4,026,05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23,490.33 7,575,251.13 22,187,930.58 6,546,8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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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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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通智

控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5% 100,495,279 100,495,279   

杨富金 境内自然人 8.90% 17,799,547 17,799,547 质押 9,302,500 

杭州凯蓝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6% 8,122,516 8,122,516   

杭州青巢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9% 5,773,343 5,773,343   

方汉杰 境内自然人 2.49% 4,981,962 4,981,962 质押 4,660,000 

杭州瑞儿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4,166,700 4,166,700   

杭州瑞健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3,333,300 3,333,300   

姚勇杰 境内自然人 1.22% 2,440,681 2,440,681   

张黄婧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黄瑶芳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黄瑶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之妻；张黄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与黄瑶芳之女；张

健儿为万通控股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瑞儿投资、瑞健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控

制的企业。姚勇杰为凯蓝投资及青巢投资之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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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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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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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司发展面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多重困

难，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直面困难和挑战，综合施策，积极应对，公司积极开拓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

新产品，开发新客户、开拓海外市场，实现了健康发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019.62万元，较上年增长 3.1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3533.7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于2017年5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净额为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17,610万元，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募投项目“年产100万套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套装、750万个TPMS传感器、1800万支TPMS气门嘴及研发中

心的建设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气门嘴、TPMS自动化生产试验线完成验收，为今后提升公司产品的自动化

率、提升整体生产工效打下良好基础。 

（2）清晰市场发展方向，积极拓展营销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积极主导和参加各类展会，强化市场推广工作，保证品牌优势，公司产品的销

售实现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意大利bologna展会、美国SEMA展会，公司携优良产品精彩亮相展会，向国内外客

户展示万通智控的企业形象及产品技术，会展期间积极与新老客户的面对面交流，也与不少新客户建立了初步联系，为进一

步开拓市场、开发客户建立了基础。通过会展期间的调查和观察，公司收集到有关竞争者、分销商和新老顾客的信息，迅速、

准确地了解国内外最新产品和发明的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等，从而积极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以及产品的研发和改进。 

随着国内汽车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整车制造商对TPMS系统的需求正逐步扩大，对技术领先的TPMS供应商带来了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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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机遇。对此，公司持续开拓TPMS，对国内各区域销售经理开展定期培训，不断开发国内其他整车制造商客户。  

目前公司在美国设立子公司Hamaton Inc.，在英国设立子公司Hamaton Ltd.，公司持续加强与客户、终端销售商的沟通，

收集汽车市场前沿信息，了解欧美TPMS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动态更新升级TPMS产品，保持与主流新车型协议同步，并进一

步开拓国际市场，在加强与现有国外客户合作的同时，继续开发其他国外客户，并寻找进入国外OEM市场和兼并重组的机会。 

（3）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研发项目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增加研发投入，TPMS产品方面，公司分前装TPMS、售后替换TPMS、针对商用车的智能轮胎全生命周

期管理系统、售后套装TPMS产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气门嘴产品方面，公司重点研发不同类型的TPMS气门嘴、以及提升橡胶

气门嘴整体性能。 

（4）加强内控建设及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构的合

法运作和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创造了董事、监事、高管充分了解并

履行职责的环境。同时，公司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修订完善了公司的制度。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工作制度，严格遵守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公平性，积极规范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以及投资者关系维护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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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轮胎气门嘴 249,833,368.47 174,998,345.39 29.95% 5.84% 3.92% 4.53% 

TPMS 29,736,551.89 17,601,243.46 40.81% -18.27% -3.09% -18.51% 

工具及配件 36,149,242.24 24,303,790.54 32.77% 9.54% -0.16% 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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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 

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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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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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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子公司Hamaton Limited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Hamaton GmbH，因此公司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健儿 

 

                                                                       2018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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