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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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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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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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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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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彤 蒋彩芳 

办公地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 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

钧达大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 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

钧达大楼 

电话 0898-66802555 0898-66802555 

电子信箱 zhengquan@drinda.com.cn zhengquan@drind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1、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塑料内外饰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涵盖汽车仪表板、保险杠、门护板、配集成等，拥

有与整车厂同步设计开发、模块化供应的能力，具备设计验证、工艺开发、产品制造的完整塑料内外饰件配套能力。公司在
主要客户周边地区布局生产基地，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了客户需求，提高了公司整体竞争力。  

2、经营模式  

公司具有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汽车内外饰件是具有个性化的产品，其中仪表板和保险杠总成是重要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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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车型的内外饰件造型、结构、材质、工艺均有差异，需要根据整车厂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开发和生产。因此，公司的经营

模式是设计制造一体化，订单式生产的模式。公司根据整车厂提出的技术、质量、开发周期、成本等要求，为其配套开发仪

表板、保险杠、门护板、功能部件等内外饰件，并依据订单数量，安排采购及生产计划。  

3、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为汽车企业提供内外饰件等产品，所处行业属于汽车制造下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汽车饰件广泛应用于

各类汽车领域，因此汽车工业发展直接影响饰件产品的市场需求。汽车工业具有产业链广、关联度高、就业岗位多、消费拉

动大等特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汽车工业的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汽车工

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汽车制造是本行业的下游行业，其发展直接影响行业产品需求。汽车制造行业与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当宏观经

济处于景气周期，汽车需求不断增长，带动汽车饰件产品行业扩张；当宏观经济出现回落，居民汽车消费需求将受到限制，

使得饰件产品需求减少。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的提升，我国汽车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行业仍具备较大的

发展空间。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变革趋势的显现，汽车行业在“智能、环保”两大主题的推动下，正

在进入产品及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阶段。对零部件企业而言，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等业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和

8.2%，产销量降幅比上年分别扩大4.2和5.4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36万辆和2144.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9.2%

和9.6%；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840.7万辆，同比

下降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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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26,734,130.90 902,434,015.54 -8.39% 1,152,752,6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27,122.44 41,831,683.06 -58.82% 67,442,6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86,131.81 38,882,207.62 -72.26% 63,535,33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23,026.99 -90,912,738.37 -69.18% -51,585,85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5 -60.00%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5 -60.00%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4.84% -2.98% 9.0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840,996,158.25 1,941,245,633.41 -5.16% 1,719,191,89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9,780,065.51 920,450,858.47 -0.07% 844,911,158.8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8,168,511.34 157,686,940.85 203,817,784.51 317,060,89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18,686.78 -12,236,536.42 16,244,529.08 45,637,8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55,460.79 -13,437,337.53 12,351,702.22 44,427,22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86,914.65 3,954,410.10 -3,361,621.17 25,471,0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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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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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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塑料（苏
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4% 48,041,370 48,041,370 质押 24,084,296 

苏州杨氏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28% 29,358,630 29,358,630   

陆小红 境内自然人 3.72% 4,500,000 4,500,000   

李敏 境内自然人 1.04% 1,253,500 0   

陈幼滨 境内自然人 0.32% 386,900 0   

高波 境内自然人 0.29% 349,100 0   

深圳丰润盛惠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8% 215,000 0   

杨丽华 境内自然人 0.17% 210,000 210,000   

杨金弟 境内自然人 0.17% 210,000 210,000   

廖承军 境内自然人 0.17% 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汽塑料、杨氏投资、陆小红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李敏通过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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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1253500 股；陈幼滨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86900 股；高波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200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8400 股；廖承军通过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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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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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2019 年，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5%和 8.2%，继2018年行业首次负增长后，产销量降幅进一

步扩大，比上年分别扩大4.2和 5.4 个百分点。  

在宏观经济下行、国际贸易争端频发、汽车行业压力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公司作为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冲

击。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673万元，同比下降8.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2万元，同比下降58.78%。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发展战略，努力推进年度重点工作计划，采取各项措施，降低因行业不景气带来的影响。 

1、积极维护并拓展战略客户。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在保证现有优质客户的合作保持稳定的同时，积极拓展了上海汽车、
奔驰、麦格纳、徐工等新客户，并取得了东风日产全球供应商资质，为公司战略调整现有客户打下基础。  

2、进一步优化公司研发中心架构，完善组织流程，加强项目管理，增加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投入，通过与主机厂合作

研究、与外部研发机构协同研究，借助外部力量，提升自身工艺技术能力。  

3、加大应收款项及模具款的催收工作，并取得较好的结果，陆续与部分整车厂达成了协议，收回了海马、川汽等模具

款。 

4、关注现金流，控制企业风险。一方面通过谈判、法律诉讼等方式催收货款及模具款，另一方面合理安排生产，严格

控制存货规模，减少资金占用。 

5、盘活现有资产，充分利用闲置厂房，对外出租或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合作。报告期内，公司与日本河西共投资设立了

武汉河达合资公司，共同开拓武汉周边地区业务，盘活公司武汉基地。 

6、推行精益化管理，实施降本增效。加强各子公司制造质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工作，全面推行成本管理分析，通过合理
优化人员配备、提升效率、节约能耗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 

7、公司计划在巩固完善原有的经营业务和经营模式的前提下，努力寻找优质行业和项目，增加公司经营收益，推动公

司升级，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需求。  

8、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部署开展各项工作。认真学习贯彻监管部门的监管文件，领会监管精神，

坚持合规运作，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维护股东利益，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完善企业综合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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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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零配件业务 809,373,516.77 234,136,995.93 28.93% -8.74% 12.3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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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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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财会〔2018〕15号通知”）、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通知”）。根据通知，公司需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深交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会〔2018〕15号通知、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财会〔2019〕

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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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 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

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它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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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小红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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