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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7                           证券简称：苏奥传感                           公告编号：2019-017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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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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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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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4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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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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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奥传感 股票代码 3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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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武峰 倪兴平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园路

158 号 

江苏省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园路

158 号 

传真 0514-85118071 0514-85118071 

电话 0514-85118056 0514-85118056 

电子信箱 olive@yos.net.cn olive@yos.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分为三大类，分别为传感器及配件、

燃油系统附件及汽车内饰件。汽车传感器及配件主要包括油位传感器及配件和水位传感器、OBD蒸汽压力传感器；燃油系

统附件主要包括加油管总成、进口控制阀、通风阀、锁闭接管总成、滤清器支架、锁紧螺母、燃油泵固定嵌环、燃油泵锁紧

环等产品；汽车内饰件包括气囊盖板、仪表板、空调风管等产品；同时在进一步巩固公司油位传感器业务的基础上，加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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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领域的布局，目前新能源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电机绝缘环、高压滤波组件和低压滤波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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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667,091,220.74 601,964,599.93 10.82% 575,338,15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57,307.08 101,132,570.62 -14.12% 96,330,36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02,737.02 85,462,750.07 -20.31% 89,459,10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4,799.10 97,377,587.09 -89.13% 50,380,48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84 -14.29% 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84 -15.48%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12.25% -2.66% 15.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172,742,607.21 1,048,224,729.70 11.88% 946,357,58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9,390,055.42 868,348,871.53 9.33% 786,608,3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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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12,245.09 152,672,850.84 144,226,089.89 204,880,03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46,773.57 21,392,428.07 21,478,057.43 13,640,0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34,825.57 19,525,175.77 16,815,133.49 4,127,60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8,533.37 -9,718,379.67 26,283,855.62 4,377,8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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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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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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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庆 境内自然人 44.18% 54,002,500 53,483,475 质押 18,000,000 

汪文巧 境内自然人 12.18% 14,882,110 0   

张旻 境内自然人 5.11% 6,243,900 0   

滕飞 境内自然人 4.99% 6,103,480 5,702,400   

陈武峰 境内自然人 3.05% 3,730,000 2,830,000   

孔有田 境内自然人 0.65% 800,480 712,800   

陶明达 境内自然人 0.44% 540,500 0   

朱满棠 境内自然人 0.27% 330,000 0   

郑新平 境内自然人 0.21% 253,720 0   

沈慧琴 境内自然人 0.17% 2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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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是巩固内部管理、提升专业能力、提升客户满意度的重要一年。公司紧紧围绕国家政策和外部市场的变化开

拓市场和产品，并在市场开拓、管理提升、内控管理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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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产品新客户开发稳步推进，持续开展产品转型   

2018年，面临外部经济形势严峻，公司市场销售业绩保持平稳，同比变化领先于市场整体水平，其中新能源发展依旧迅

猛，行业发展方向日渐明朗；公司聚焦行业发展趋势，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同时，深度开发新能源业务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传统能源业务方面，公司高度关注国六法规实施带来的业务变化，积极跟踪客户端项目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进一步发掘

传统燃油系统领域的业务增长潜力，OBD产品、金属加油管、国六阀件等一大批国六产品陆续进入批产状态，为公司稳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能源是未来趋势，公司在现有新能源业务基础上，积极储备技术资源，明确新能源业务发展方向，确保公司处于新能

源发展趋势的前列。公司前期布局储备的三电类（即电池，电机，电控）项目也陆续到达收获阶段，2018年公司新获得3U

滤波组件、通用电池包等新能源项目，其中中标通用电池包项目标志着公司在产品转型发展上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也为

后面的新能源项目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紧跟客户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宽产业布局     

借鉴业内主流汽车零部件厂商的做法，公司多年来紧跟国内OEM主机厂布局步伐，陆续开设控股子公司，并取得业绩

的平稳增长。2018年，烟台奥力威在沈阳设立分公司，积极开发和拓展沈阳的市场，提升汽车主机厂配套能力。2018年，公

司新开发客户10家，顺利进入全球考泰斯供应链体系，成功开发合肥巨一、伊控动力等新能源客户，同时顺利进入河北世昌、

现代汽车等供应体系并实现部分项目产品定点。  

3．稳步开展基本建设工作，提升生产研发能力 

2018年，公司更加强调各项能力的建立和提升，在工装设备、模具能力、试验能力、生产能力等方面稳步推进。在工装

设备方面，新增德马格进口品牌注塑机8台，并开展新一轮的自动化提升工作，其中，C519/GEM法兰自动化生产方案已确

认并投资开始实施。公司投入第二条金属加油管自动化生产线、三条阀件自动化装配线，服务于国六项目的批产供货；新投

入五台大注塑设备，服务于管路、内外饰产品的批产供货。在模具能力方面，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慧奥装备公司已逐步试运

行，显著提升模具开发制造能力，实现全过程自动化设计加工制造，通过推进MES等信息化控制手段，初步形成工业4.0样

板工程，不仅能服务本公司的发展，更能进一步开拓外部市场。在实验试验能力建设方面，投资新增多种试验验证设备，新

增X射线镀层测厚仪、金相熔深显微镜、涂层测厚仪、轮廓仪、振动实验设备等，进一步突破提升自身试验验证能力，更好

地服务客户。 

4.打造基础管理体系，建立重点任务管控机制 

为全面建立公司工作秩序，公司2018年为基础管理年，结合公司各职能系统多年来的经验积累，梳理公司基础管理体系。

2018年，公司通过梳理和总结提升，建立了基础管理“10+X”模式，管理模式通过全年两个阶段完成，建立管理秩序的同时

赋能企业的业务发展；打造基础秩序同时，公司上半年成立企业管理部，全面负责跟踪年度业务计划的落实，对重点任务开

展督办、专题汇报等多种形式的推进，进一步推动了重点任务的落实效率和质量，也促使管理效率的提升。同时，为打造高

效团队，公司启动晨晚会机制，每日跟踪到期任务的落实情况，共同讨论制定措施，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5.内控体系进一步完善，风险控制有效加强 

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业务范围及管理维度的扩大对内部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

展内部控制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落实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公司内部逐步建立符合企业实际并具备可操作性的内部控制系统，避免了因内部控制不完善而有损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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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传感器及配

件 
161,307,115.29 34,517,302.52 21.40% -7.16% -25.82% -5.38% 

汽车燃油系统附

件 
340,592,209.94 101,530,948.72 29.81% 10.85% 23.80% 3.12% 

汽车内饰件 110,118,175.67 40,962,228.35 37.20% 18.83% 24.2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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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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在江苏扬州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苏奥置业,增加一家合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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