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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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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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638,181,757.62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累计法定盈余公积金已占股本 50%以上，本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

分配利润 938,720,791.03 元，扣除 2018 年发放的 2017 年度股东现金红利 265,109,022.72 元，期末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11,793,525.93 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提出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27,615.52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9.90 元（含税），合计派发 273,393,679.68 元，剩余

1,038,399,846.25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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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宇股份 6017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树军 张兮吾 

办公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182号 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182号 

电话 0519-85156063 0519-85156063 

电子信箱 lishujun@xyl.cn zhangxiwu@xyl.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汽车（主要是乘用车）车灯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是我国主要的汽车车灯

总成制造商和设计方案提供商之一，产品主要包括汽车前照灯、后组合灯、雾灯、日间行车灯、

室内灯、氛围灯等。客户涵盖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德国宝马、通用汽车、一汽丰田、

广汽丰田、东风日产、广汽本田、东风本田、长安马自达、一汽红旗、一汽轿车、吉利汽车、上

汽通用五菱、广汽乘用车、奇瑞汽车等多家国内外汽车整车制造企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 I&T 公司从事柔性扁平电缆生产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即车灯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围绕车灯配套项目展开。公司首先需要通过整车制造厂商认证和评

审，成为其合格供应商。整车制造商拟开发新的车型时，公司将参与该车型车灯项目的招投标。

项目竞得后，公司与整车制造商签订技术开发协议，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启动意味着车灯产品的

设计开发工作正式开始，通过数模设计、模具开发、样件试制、试验认可、工装样件认可（OTS）、

试生产、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等环节，最终实现产品的批量生产。在批量生产过程中，车灯

生产和供应将根据整车制造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公司控股子公司 I&T 公司主要从事柔性扁平电缆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业绩驱动因素  

1、外部驱动因素：整车厂产量。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对车灯行业具有重大的影响。公司生产

的汽车灯具主要应用于新车配套，公司主要客户新车产量的增长是驱动公司业绩发展的主要因素。  

2、内部驱动因素：公司技术能力提升、产能扩大和市场竞争力加强。随着公司客户数量和订

单数量的增长，公司适时地进行产能扩张，以便满足客户市场需求。同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有利

于公司开拓更多的客户和订单。  

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新订单的平稳增加，公司业绩稳步提升。  

（四）车灯行业情况 

公司所属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汽车整车行业的上游行业，其周期性基本与汽车行业周期性

同步。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汽车零部件

行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同时汽车市场受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2018 年我国汽车产

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计，为 1990 年以来首次年度下降，但汽车工业作为我国

支柱产业，仍处于稳定发展阶段。  



目前车灯行业竞争格局趋于稳定，公司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灯具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汽车

信号灯具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工作组组长单位、国际汽车照明和光信号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单位，具有强大的同步设计开发能力，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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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7,248,518,403.28 6,458,244,884.46 12.24 5,371,108,312.38 

营业收入 5,074,067,280.91 4,255,416,130.08 19.24 3,346,892,48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536,603.65 469,975,753.40  29.91 349,904,08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4,487,581.19 407,899,645.57 33.49 300,233,6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68,407,697.27 4,022,084,042.23 8.61 3,749,367,78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738,302.46 927,348,055.88 -26.38 339,652,24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108 1.7019 29.90 1.3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108 1.7019 29.90 1.3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5 12.09 
增加2.46个

百分点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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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69,616.99 1,275,399,908.42 1,273,909,809.78 1,349,687,94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0,928,664.70 169,231,348.40 139,125,795.57 171,250,79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6,045,522.47 152,078,591.44 122,265,851.37 154,097,61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959,915.32 269,820,004.59 341,154,843.20 58,803,5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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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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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萍 -481,800 102,520,320 37.1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八斤 0 37,535,380 13.5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17,676,000 6.4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99,824 6,601,222 2.3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05,690 6,509,472 2.36 0 未知   国有法人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4,792,787 4,792,787 1.74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60,974 3,412,728 1.24 0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

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89,231 3,296,703 1.19 0 未知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创新动力 
-120,200 3,292,703 1.19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69,014 3,271,014 1.1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周八斤先生和周晓萍女士为父女关系；

周晓萍女士和周八斤先生分别持有常州星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60%和 4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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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收入 507,406.73 万元，较上期增长 19.24%，其

中主营业务收入 458,799.82 万元，较上期增长 19.81%。同时，公司资产规模进一步提升，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24,851.84 万元，较期初增长 1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6,840.76 万元，较期初增长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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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公司按照文

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

财务报表。 

该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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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孙公司）共 6 家，本公司本

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0 户，减少 0 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