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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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 元（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5,00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40,000,000股。该方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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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股份 6032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虞建锋 诸幼南 

办公地址 宁波杭州湾新区八塘路116号3号

楼 

宁波杭州湾新区八塘路116号3号

楼 

电话 0574-58999899 0574-58999899 

电子信箱 tlinfo@ptianlong.com tlinfo@ptianl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于各类精密模具开发和制造以及精密塑料零件的生产和销售，生产的塑料零件按用



途分为：汽车类塑料零件、电工电器类塑料零件和消费电子类塑料零件。在汽车类精密塑料零件

方面，公司为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制造功能性塑料零部件，代表性客户有博泽集团、京滨集团、

大陆汽车、博世集团、马勒集团、东洋电装、日本电产，主要产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系统、摇窗

系统、座椅系统、仪表系统和空调系统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是塑料粒子，以境内采购为主，通常根据产品的特性，考虑供应稳定性和成本的

因素后决定原材料供应商。在塑料零件行业，部分下游客户在发出订单时，会针对自身产品的需

求，对原材料的类别、品质、规格、型号等作出标准限定。另外，存在部分客户指定原材料供应

商的情况，公司通常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采购。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持续改进采

购管理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因公司使用的上游原料塑料粒子系石油化工行业

的下游产品，其价格受上游原油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公司产品成本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

但有存在部分原材料客户指定采购，材料价格与产品价格联动情形。 

2、生产模式 

精密注塑产品的生产主要基于精密模具的开发和制造，模具产品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根据用户的

技术参数进行三维模具结构设计、图纸审定、编制程序、高精密数控机床加工和产品制造、装配、

检验发运、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对于开发完成后的产品，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模式，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设计与生产，以 ERP

系统为生产制造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对生产全过程实施计划管理和控制，通过使用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严格的全程质量检测控制程序保证产品品质稳定、优良可靠，最后通过高效的配送机制完成

产品的发出。 

3、销售模式 

本公司产品的销售直接面向客户，不经过中间销售渠道，对国内外客户的销售均主要通过各子公

司销售部门进行。公司塑料零件产品的销售方式分为寄售、国内直接销售和国外直接销售三种模

式。 

（三）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细分行业为塑料零件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行业代码为 C2928，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行业代码为 C29。 



一、塑料零件制造业 

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塑料加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塑料制

品生产与消费国。《塑料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塑料加工业未来发展的规

划和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即塑料加工业是以制品成型加工为核心，以合成树脂及助剂、塑料机械

及模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兴制造业，塑料零件行业作为塑料加工业重要的子行业，为工业、农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航空航天以及高科技领域提供重要产品和配件，应用领域广阔。塑料

零件产品的应用行业广泛，其主要生产设备注塑机又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因此，塑料零件制造业

受某个下游应用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较小，行业周期性特征不明显。近年来，汽车、电工电器

和消费电子行业的产业链均在世界范围内向中国大陆转移，塑料零件行业作为下游应用行业的配

套产业，生产厂商从生产成本、产业集群和供应链效率的角度考虑，也将主要产能集中于下游应

用行业集中的区域，尤其是向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集中，由此形成了塑料零件行业的区域性

特征。针对塑料零件行业，相关行业指导政策主要包括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制定的《中国塑

料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 

塑料加工业为汽车、家电、电子、通信、医疗、航空航天等领域提供重要产品和配件，应用领域

广阔，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2015 年我国人均塑料消费量约为 64 公斤，仅为发达国家

的 1/3，这预示着“十三五”期间我国塑料制品行业仍将会保持高速发展；在“以塑代钢”、“以

塑代木”的必然趋势下，塑料制品业在“十三五”期间预计也会维持年均 15%的市场增长率。 

据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统计，我国塑料加工行业前十强企业的市场份额只占整个行业

5%，产业集中度较低。同时塑料零部件涉及种类繁多，国家有关部门及相关协会统计未细分至公

司生产的塑料零部件产品范畴，因此公司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数量、各自的产能产量及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数据很难准确统计。 

2017 年公司主要产品对应下游行业形势说明如下： 

1、汽车零部件行业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份。 

因塑料具有重量轻、易加工等优点，其应用能有效降低汽车的重量，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随着

塑料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的不断提高，塑料材料已经能部分代替钢材应用于汽车零部件中，尤其

是新材料及新成型技术的出现，使得塑料制品在汽车工业中的消费量日益增加。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7 年全年，汽车产销 2901.54 万辆和 2887.89 万辆，同比增长

3.19%和 3.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1.27 个百分点和 10.61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2480.67



万辆和 2471.83 万辆，同比增长 1.58%和 1.40%；商用车产销 420.87 万辆和 416.06 万辆，同比增

长 13.81%和 13.95%。 

目前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 120 辆，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 800 辆，日本为 600 辆，欧洲为 550

辆，世界千人平均保有量 160 辆。根据世界各主要国家汽车保有量的发展规律看，未来 15 年中国

汽车的千人保有量将超过 300 辆，届时汽车将年产 4200 万辆，由此可见中国的汽车产业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此外，目前中国车市的现状是一二线城市升级换购的需求仍较大，三四线城市的市

场潜力也在逐步释放，这些都为中国乘用车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但从宏观经济形势看，2017 年，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消费和

投资增速延续平稳态势，预计 2018 年中国汽车市场会延续缓慢增长的态势，且增速会有所下滑。 

2、电工电器行业 

我国电工电器行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在发电设备、

输变电设备、配电设备、用电设备、低压电器以及电工器材制造等主要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公司在电工电器领域主要产品为断路器、继电器塑料面板与结构件及电动工具塑料结构件，主导

产品应用于电工电器行业的低压电器领域。低压电器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资本品，广泛应用于

生产及居民生活中，其在电能传输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低压电器具备稳定的市场需求。就

低压电器市场地区分布而言，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但包括中国、印度、俄

罗斯等新兴市场在经济持续增长和电力总装机容量高速增长的支持下，市场规模连年维持快速增

长。在中国电力投资稳定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成长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低压电器市场，电力工

业的发展是低压电器产品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电力联合会发布显示，2016 年，全国用

电形势呈现增速同比提高、动力持续转换、消费结构继续调整的特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0%，增速同比提高 4.0 个百分点。2017 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6%，增速同比提高 1.6 个

百分点，但增速趋缓。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预期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6.8-7.2 万亿

千瓦时，年均增长 3.6-4.8%，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0 亿千瓦，年均增长 5.5%。人均装机突破 1.4 千

瓦，人均用电量 5000 千瓦时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电气化水平明显提高，电能占终

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7%。中国电力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将为低压电器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 

由于大部分塑料零件需要依靠模具成型，使得模具开发成为了塑料零件生产的基础，而模具开发

又需要依照产品设计进行，根据塑料零件行业这一特点，可以从产品设计、模具开发和注塑生产

三个层次划分行业的竞争层次。具有较强的产品设计能力并能够进行模具开发且拥有足够规模的

注塑生产能力的企业处于较高层次的竞争中。相应地，只有模具开发能力而不具备产品设计能力



的企业处于行业竞争的中端，仅具有注塑生产能力的企业则处于行业竞争的低端。处于较高层次

竞争的企业自身拥有较强的模具开发实力，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零件设计并进行量产，且主

要为以全球五百强为主的国内外知名客户供应塑料零件。这一层次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同步设

计及精密模具开发能力上的竞争，公司在塑料零件行业的竞争来源于较高层次。 

二、模具行业 

塑料模具是塑料零部件及其制品行业的重要支撑装备，模具的开发制造能力是保证注塑产品高精

密度和高质量的关键因素，决定了注塑产品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注塑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我国汽车、家电、通信、医疗等行业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我国塑料模具行业的快速

发展。根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我国塑料制品产量从 2006 年的 2,801.87 万吨快速

增长到 2017 年的 7,515.54 万吨。绝大部分塑料制品的成型都依赖于塑料模具，因此塑料制品行

业的快速发展对塑料模具行业形成了旺盛的市场需求。根据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数据，目前塑料模

具已占据国内模具总产值的 45%左右，成为最主要的一种模具产品。 

根据《模具行业“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妥善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加

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模具制造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外

环境不确定因素虽然很多，但我国经济发展仍在高速增长期内，我国模具在国际模具市场上的比

较优势仍旧存在，国内模具市场预期也继续看好。 

   由于塑料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塑料模具成为模具产品中最常见的一种。据中国模具工业

协会统计，约 90%的汽车内外饰塑料零件是通过塑料模具生产的，约 70%的家电产品零件是通过

塑料模具生产的。未来期间，随着下游应用领域汽车、家电、医疗、电子通信行业的持续不断发

展，以及随着汽车、家电等下游行业高品质外观、以塑代钢、材质轻量化的发展趋势，塑料模具

的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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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52,203.06 732,023,824.12 40.88 611,428,914.00 

营业收入 856,933,382.27 805,800,846.20 6.35 703,313,11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477,167.94 81,057,609.82 -3.18 67,236,49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6,084,127.13 78,291,968.16 -15.59 63,632,18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06,291,676.72 432,217,969.63 86.55 351,057,43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993,010.18 51,176,870.97 97.34 79,615,28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0 1.08 -25.93 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0 1.08 -25.93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5 20.70 减少10.25个百分

点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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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36,238.01 192,525,377.54 212,934,385.55 234,437,38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874,981.11 24,768,532.39 18,640,514.91 14,193,1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089,237.12 17,346,338.01 17,444,727.90 11,203,82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9,205.81 40,664,080.57 43,657,420.70 16,602,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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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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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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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 0 49,065,000 49.07 49,065,000 质 23,625,000 境内



限公司 押 非国

有法

人 

张益华 0 11,340,000 11.34 11,34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均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6,000,000 6 6,000,000 质

押 

4,355,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海东 0 1,875,000 1.88 1,875,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宇昕 0 1,357,500 1.36 1,357,5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管－

平安银行－银河嘉汇

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70,000 870,000 0.87 0 无 0 未知 

陈慧 0 637,500 0.64 637,5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尔骏 0 600,000 0.6 6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沈朝晖 0 525,000 0.53 525,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明 0 525,000 0.53 525,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建

立、张秀君夫妇持有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份，张

秀君持有宁波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0%的份额，公司

股东张海东与实际控制人张秀君为姐弟关系。浙江安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均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海东是一

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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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 85,693.34万元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6.35%，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2.02%，管理

费用同比增加 2.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847.72 万元，同比下降 3.18%，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608.41万元，同比下降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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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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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321,114.85 元，营业外支出 428,470.65 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

107,35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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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上海天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海公司)、江苏意航汽车部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意航公司)、东莞天龙阿克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天龙公司)、慈溪市天龙模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模具公司)、福州天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天隆公司)、三河天龙阿

克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天龙公司)、长春天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天龙公

司)、成都天龙意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龙公司)和廊坊天龙意航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廊坊天龙公司)共 9 家子公司以及上海天海公司之子公司日本天海株式会社纳入报告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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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