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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0                            证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19-01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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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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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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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20,851,13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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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汽模 股票代码 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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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伟 孟宪坤 

办公地址 天津空港经济区航天路 77 号 天津空港经济区航天路 77 号 

电话 022-24895297 022-24895297 

电子信箱 zq@tqm.com.cn mxk@tq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汽车车身覆盖件模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等。主要产品包括汽车车身覆盖

件模具、汽车车身冲压件、检具及装焊夹具，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模具子行业。该行业集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于一

身，在整个汽车工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效益放大器。 

近年来，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现已成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汽车覆盖件模具企

业。目前公司客户覆盖了国内绝大多数知名汽车厂商和众多国际知名汽车企业。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生产装备、

居于行业首位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以及广泛而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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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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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508,845.05 1,931,197,573.37 15.29% 1,972,098,90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150,156.13 93,262,132.54 127.48% 150,040,95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880,007.68 82,337,922.52 153.69% 131,071,77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556,493.12 134,292,646.32 -294.02% 97,525,71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1 118.18%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0 140.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8% 4.49% 4.09% 7.9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764,193,127.64 4,761,932,501.98 21.05% 4,252,894,08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1,761,897.19 2,389,947,407.17 8.44% 2,021,948,2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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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184,474.49 564,035,302.42 347,340,827.87 965,948,24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32,789.86 52,129,799.36 24,201,553.21 109,686,01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50,437.91 50,987,527.17 19,259,072.39 112,782,97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82,808.85 -33,656,430.26 -46,908,668.78 -27,708,5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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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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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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益到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7% 48,519,310 0 质押 48,519,300 

胡津生 境内自然人 4.90% 45,144,546 33,858,409   

常世平 境内自然人 3.76% 34,600,800 25,950,600   

董书新 境内自然人 3.03% 27,923,586 20,942,689   

鲍建新 境内自然人 1.55% 14,254,408 0   

任伟 境内自然人 1.48% 13,650,792 10,238,094   

尹宝茹 境内自然人 1.44% 13,227,608 9,920,706   

王子玲 境内自然人 1.33% 12,204,952 0   

张义生 境内自然人 1.20% 11,010,594 8,257,945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 9,41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为公司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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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着各行业的需求增量，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挑战不断升级，不确定性明显加大。面对

复杂多变的形势，公司管理层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常态，扎实推进内部改革，持续落实增效措施，紧密围绕公司2018年度经营

目标，积极稳步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公司管理水平和经营收入的全面提升。报告期内的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模具板块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持续落实降本增效措施，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升，为模具板块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新签模具订单12.74亿元。从目前在手订单（约超过30亿元）看，订单质量

较好，随着订单的不断完成，公司模具板块毛利和盈利状况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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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近年来新增客户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国内外主流新能源汽车客户。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带来新增模具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公司参与其装焊、冲压业务的合作机会，公司已为蔚来汽车、国能

汽车生产小批量冲压件及装焊总成。 

报告期内，受汽车主机厂销量增长不及预期的影响，冲压业务板块经营业绩略有下滑。针对冲压业务的现状，公司有针

对性的作出调整措施，加大新客户开发力度的同时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和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天汽模航空部件有限公司在飞机钣金件及小部装产品领域市场开拓顺利，产能不断释放，

未来有望实现盈利。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全红电子装备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改善，2018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377.72万元，实现净利润956.2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参股的东风实业有限公司及浙江时空能源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超出预期，为公司贡献了较大的投资收

益。投资收益的大幅增长，拉动公司整体业绩快速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22,650.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215.02

万元，同比增长127.48%；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0,888.00万元，同比增长

1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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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 1,510,301,863.06 1,195,153,790.58 20.87% 31.40% 30.88% 0.31% 

冲压件 561,723,668.91 494,257,786.99 12.01% -10.62% -6.05%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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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模具项目终验收规模增大，相应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均较上期增加，另外

本期投资规模增长且参股公司盈利能力上升，是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上升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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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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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公司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文件的要求编制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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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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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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新设子公司TQM North America,Inc.，本公司对其100%控股。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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