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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特尔佳                           公告编号：2019-032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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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军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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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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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尔佳 股票代码 0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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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强 李玲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

观澜厂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

观澜厂区 

电话 0755-86555281 0755-86555281 

电子信箱 ns@terca.cn ns@terc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缓速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目前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是电涡流缓速器，电涡流缓速器主要

适用于传统燃油客车，目前该产品已完成国内主要车桥、变速箱制造商的产品匹配认证，可广泛应用于制动频繁、制动强度

较高的大中型长途旅游客车等客车市场。同时，为不断满足大型车辆对辅助制动的要求，公司正在布局液力缓速器的研发与

生产，一方面注重向加强液力缓速器技术推广交流、组织安排客户参观考察，并根据客户的需求小批量地安装液力缓速器，

另一方面积极做好液力缓速器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力求为公司未来在液力缓速器市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始终秉承“让人类的运输生活更安全”的使命，力求为客户创造高效环保、物超所值的缓速器产品，并提供完备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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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后服务，致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商用车制动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所处行业为汽车零部件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是汽车工业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缓速器作为一种高效的辅助制

动装置，能够大幅分担主制动器的制动强度，保证主制动器具备稳定可靠的制动效能，提高车辆的行驶安全。因此，早在20

世纪30年代欧洲各国已将电涡流缓速器安装在货车上，并且许多国家要求将缓速器作为标准配置安装在相关汽车上。在西方

发达国家，比如欧盟制定的ECE-R13法案规定，M3类客车、O4类挂车、N3类货车以及特种（危险品）运输车辆必须安装汽

车缓速器，诸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针对于辅助制动系统的立法文件，缓速器在发达国家已被广泛使用。汽车缓速器

是上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市场的产物，随着人们对交通、出行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汽车缓速器行业已逐渐成为政府部门

高度重视的新兴行业，90年代末以来政府相继出台有关汽车缓速器政策法规，我国汽车缓速器行业获得稳健的发展。汽车缓

速器作为一个辅助制动装置，受国内政策影响的因素比较大。随着新能源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将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支持，适用于传统能源汽车的电涡流缓速器市场受到持续冲击，液力缓速器成为汽车

缓速器发展方向与重点。 

公司自2000年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汽车辅助制动系统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是中国汽车缓速器产业的创立

者和开拓者，是我国电涡流缓速器行业标准的主要制订者。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从事了通讯设备、物联网产品、电子设备等

智能硬件设备的采购、集成与销售业务，并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开发等技术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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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7,222.78 118,294,591.28 4.80% 150,680,47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7,833.32 10,127,731.69 -89.56% 7,982,7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42,905.54 -372,207.67 -1,174.26% 6,678,70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78,747.26 -5,852,377.75 528.52% 36,696,34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1 0.0492 -89.63% 0.0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1 0.0492 -89.63% 0.0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2.80% -2.51% 2.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27,845,430.67 432,440,095.69 -1.06% 440,171,36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052,686.06 365,994,852.74 0.29% 357,927,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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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2,082.51 35,276,119.01 19,556,610.94 50,882,4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7,446.94 3,080,886.40 138,254.45 -1,283,86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5,082.85 1,729,178.93 -2,049,741.69 -1,837,25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84,767.54 17,785,112.55 -157,639,554.74 158,148,4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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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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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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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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通嘉里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6% 30,000,913 0 质押 30,000,900 

凌兆蔚 境内自然人 8.83% 18,179,602 0 质押 18,179,00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智

盈 9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4.93% 10,145,602 0   

深圳前海粤美

特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7% 9,622,983 0 冻结 9,622,983 

李润祥 境内自然人 4.60% 9,478,759 0 冻结 9,478,759 

徐卓华 境内自然人 2.35% 4,839,054 0   

严若海 境内自然人 1.86% 3,829,700 0   

朱泽钦 境内自然人 1.74% 3,584,100 0   

王镠 境内自然人 1.46% 3,000,000 0 质押 2,75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9% 2,85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盈 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创通嘉里实业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有深圳市粤美特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王楚兰、许莉琪；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徐卓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39,054 股; 股东朱泽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

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4,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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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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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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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在此大环境下，2018年汽车行业整体

面临着增长放缓的局面，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信息网上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

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2%和2.8%。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

和61.7%。2018年度客车产销量分别完成48.9万辆和48.5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7%和8%；货车产销量分别完成379.1万辆

和388.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9%和6.9%，其中重型货车产销分别达到111.2万辆和114.8万辆，销售再创历史新高。由

此可见，随着新能源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以及高铁、航空等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传统燃油客车市场萎缩，重型卡车市

场可能会迎来新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从事原有的主营业务，同时增加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业

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97.72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4.8 %，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特尔佳信息新增主营业务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为8,749.15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17.15 %，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特尔佳信息增加主营业务成本所致；销售费用为

1,388.19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18.03%，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加大销售市场开拓的同时严控公司费用的开支；管理费用为

1,949.08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11.57 %，原因为新增并购费用；财务费用为-37.59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72.93%，原因为利

息收入减少；所得税费用为44.44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57.39%，原因为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78万元，与上年同比减少89.5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事项： 

（一）持续推进产品的研发、升级和完善以及高新技术工作 

公司持续保持对研发的投入，推进产品的升级和完善，从而争取有利的市场机会。截止目前，公司已获发明专利20项、

实用新型专利36项，外观专利1项。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电涡流缓速器产品基础上，优化电涡流缓速器产品，设计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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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涡流缓速器产品及配套辅助产品，公司取得的《中置并联式液力缓速器及其安装方法》的发明专利为公司液力缓速器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全资子公司特尔佳信息重新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研发中心被认定为 2018 年度广东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命名为“广东省汽车电子（特尔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二）加强市场推广、巩固市场地位 

2018年度，在液力缓速器方面，公司重视对液力缓速器的技术推广、参观考察等工作，重视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在某

军种的特种作战车上成功实现了批量安装；积极完善液力缓速器产品的售后体系建设，为公司未来推广液力缓速器业务打下

坚实的基础。在电涡流缓速器方面，积极尝试新材料、新技术的创新运用，精耕细作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材料效能，提高

产品性价比，从而有效满足客户对缓速器产品成本控制的要求；继续巩固与各大主机厂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与中小主机厂

的合作，重视维护和提升与主机厂合作关系，提升产品市场份额。 

（三）推行集团化管理、完善管理体系 

为进一步明确经营分工、优化管理职能，公司开始推行集团化管理，按管理线条将各业务模块职责划分清楚、分解工作

指标，将经营责任落到实处；从采购、财务、行政等多方面优化流程及配置，实现开源节流，增加企业收益；推行并实施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公司信息化、现代化水平；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人员设置，促进公司管理的职业化、规范化。 

（四）拓宽经营渠道、拓展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特尔佳信息设立了合资公司特尔佳数据、特尔佳海讯。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从事了通讯设备、物

联网产品、电子设备等智能硬件设备的采购、集成与销售业务，并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开发等技术服务。 

特尔佳信息主营业务为工业控制技术、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汽车电子产品、工业自动控制产品及检测设

备的软件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特尔佳信息之前主要为公司缓速器提供软件开发以及电气控

制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报告期内，在技术开发、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电子产品的采购与销售方面有所拓展。 

特尔佳数据的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汽车消费金融大数据服务，帮助客户从海量的消费者信息中进行数据采集、数据清

洗、挖掘分析等大数据分析，为汽车消费金融机构提供数据支持，有利于其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提高精准获取目标客户的能

力。 

特尔佳海讯的主营业务以定制化、专业化的智能终端及应用软件为载体，为行业客户构建安全、高效的业务运营及管理

平台。主要产品是智能移动终端、智能自助设备、智能穿戴终端。 

该类业务所处的行业为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中国经济正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物联网产业以及汽车电子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该领域业务是公司新拓展的业务，公司利用现有的

技术、人员以及渠道，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在该行业的立足，初步确定了公司在该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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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速器 89,056,683.74 30,430,351.99 34.17% -20.53% -24.89% -1.98% 

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 
23,987,198.44 193,288.58 0.81%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 
4,459,339.50 2,320,539.36 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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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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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从事原有的主营业务，同时增加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业

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97.72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4.8 %，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特尔佳信息新增主营业务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为8,749.15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17.15 %，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特尔佳信息增加主营业务成本所致；销售费用为

1,388.19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18.03%，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加大销售市场开拓的同时严控公司费用的开支；管理费用为

1,949.08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11.57 %，原因为新增并购费用；财务费用为-37.59万元，与上年同比上升72.93%，原因为利

息收入减少；所得税费用为44.44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57.39%，原因为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78万元，与上年同比减少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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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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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详情参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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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和深圳

特尔佳海讯科技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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