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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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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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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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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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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27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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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盛科技 股票代码 30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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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行 卞莉莉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珠江路 99 号 无锡市新吴区珠江路 99 号 

传真 0510-68758688-8022 0510-68758688-8022 

电话 0510-68758688-8022 0510-68758688-8022 

电子信箱 zqb@china-lsh.com zqb@china-ls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处行业主要为汽车零部件行业。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发动机废气再循环（EGR）系统产品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燃料替代以及燃料电池等的核心零部件产品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布局和拓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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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资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应用于传统汽车节能减排模块、安全模块、座椅门锁模块、新能源汽车电控电机模块等的精密冲

压件、塑料制品、精密冲压模具、精密型腔模具以及电子产品领域的光电子器件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的主营产品涵盖了乘用车、商用车、非道路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模块领域，构建了从内燃机、燃料替代到新能源

领域的立体化布局。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整体采购的原材料包括钢材等金属材料、机加工件、冲压件、电子元器件、塑料件等。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为直接

采购。公司在综合考虑订单情况、生产计划、安全库存的基础上制定采购计划。公司通常与合格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框架合

同，以订单方式实施具体采购计划，保证公司生产顺利进行。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了供应商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公司采购部根据《供方管理控制程序》考

核供应商资质，审查供应商的质量一致性、保证能力、稳定持续供货能力，将经评审合格的供应商列入合格供方名录；公司

定期对合格供应商进行绩效评定，根据供方业绩评定结果动态管理合格供方名录。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降本、增效、

提质”，对采购系统的职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升级，加强了“物流”的概念，针对公司采购、物流部门的职能进行了针

对性调整，采购部门从供应商定点，定价、物料采购变更为供应商定点、定价及供应商质量管理职能，物流部门从内外库仓

库管理及物料配送更变为内外库仓库管理、物料配送、物料采购和制定计划职能。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哑铃型”的经营模式，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场的开拓维护为重心，在生产环节中注重核心工序的自主制造

和装配检测。公司综合考虑生产成本经济性和产品质量稳定性来安排产品生产，在产品的研发设计、核心部件加工及装配、

软件加载、总成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上坚持自主制造，同时对基础零部件的生产通过定制化采购方式完成。由于产品零部

件通用程度较高、加工市场发达、替代性强，定制化零部件采购可以适应公司产品零部件品种多样、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

有效降低生产准备投入，提高生产加工灵活性和资产利用效率，增加风险承受能力。通过上述模式，公司可以在保证公司产

品竞争力的同时最大程度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充分满足客户的产品需求。公司根据客户提供的年度、月度采购计划，并综

合考虑安全库存情况等因素，制定生产计划。在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下游客户以及自身未来发展的需要，对制造部的部分职

能进行了调整，原先制造部负责制定相关的生产计划，调整后，制造部不再负责生产计划制定，只负责按计划按时交付产品，

目的是为了突出和提高制造部的“制造”职能，为后续市场需求的爆发以及大规模的精益生产做准备。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以直销方式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制造商进行销售。汽车整车及发动机制造企业一般对零部件供应商实行合格供

应商管理模式，意向供应商需要通过严格的研发、质量、供货能力等多方面评价、经多轮次考核后方能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

商名单。公司针对不同客户给予差异化的信用政策，综合客户的资金实力、经营情况、经营规模及合作时间长短、历年订单

和回款情况给予一定的信用回款周期，信用期一般为60天至120天。 

随着公司在内燃机、燃料替代到新能源领域的逐步拓展，现有的按地理片区进行划分的销售模式已经略显脱节，因此，

在报告期内，公司对原有销售部的工作职能、范围也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调整，从以往的片区划分变更为按客户系列划分，

例如康明斯体系包含东风康明斯、福田康明斯、安徽康明斯等由同一销售业务单元进行分管负责，该调整会极大的提高商务、

物流、项目对接等的协同性、增加效率。 

（三）公司各主要业务版块分析 

1、EGR板块 

为了应对新能源发展的趋势，公司在报告期内在燃料替代、新能源领域都做了较多的布局。但EGR作为公司自成立起就

作为主营业务的产品仍然是公司重要的业务板块，公司将继续深耕汽、柴油发动机EGR系统领域，持续巩固和引领EGR产业；

抓住国六排放标准实施的政策“红利”，在EGR系统这个传统汽车零部件行业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具备爆发力的产品上进行发力。

2020年7月1日，国家将正式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由于轻型汽车主要由3.5吨以下的乘用车、皮卡，SUV等组成，因此

对汽油乘用车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对商用车部分，我们的客户群体中生产皮卡为主的企业将率先实施国六，国六的产品价

值量会有一定的提升，因此在此期间对于销售拉动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公司会把更大的关注度放在2021年7月1

日实施的重型车国六实施节点上，因为对隆盛而言商用车的大部分市场均聚集在此。通过轻型车国六实施初期，把同类产品

批产质量（产品设计质量、生产过程控制质量、客户数据质量、客户实验验证质量）问题逐一解决，从而可以更为顺利的迎

接重型车法规实施。 

2、新能源板块 

在新能源版块，伴随着特斯拉的强势进入以及国家对于新基建的明确定义，已经非常充分且明确的表明了一点，在乘用

车领域汽车电动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向头部企业靠拢，打造成国内高端驱动电机铁芯的智造基地，是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跨出的重要一步。公司马达铁芯项目在2019年的推进效果喜人，在内部设备购置、调试安装、试样等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

的同时，公司还拿到了两大国际化平台客户的供应商定点书，为后续产品顺利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除了马达铁芯项目外，商用车重卡天然气喷射系统项目也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进入小批量产阶段。通过该项目的顺利实

施，公司不光可以通过该产品实现产品的销售，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博世等世界一流企业的交流合作，充分学习、借鉴生产管

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经验，这一点对公司未来希望实现的产品和客户转型意义重大。 

此外，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已进行项目的持续推进，这也是公司为未来做的极为重要的技术储备。 

3、精密零件板块 

公司全资子公司微研精密在报告期内立足于原有主营业务：汽车及消费类电子的精密冲压零件、注塑、模具等主营业务

的同时，结合自身优势资源，继续积极拓展新能源电气零部件业务。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公司提出了警示，公司管理层在业务发展平衡性的问题上再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肯定

了公司目前在内燃机、燃料替代、新能源等方向上做的横向拓展，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未来在汽车行业以外领域所应做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的业务平衡性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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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06,552,174.51 226,561,229.21 79.44% 150,466,44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39,092.35 3,827,177.56 684.89% 18,275,48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80,873.08 1,116,577.08 2,092.49% 10,949,02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11,180.53 24,605,286.05 164.62% -8,072,53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 0.05 700.00%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 0.05 700.00%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 0.96% 4.65% 7.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97,099,270.05 880,047,589.27 13.30% 461,897,59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7,186,288.63 524,605,198.38 4.30% 339,411,0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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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2,300.84 90,491,748.87 103,055,708.30 130,882,41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7,090.72 8,662,825.77 7,857,075.47 9,822,10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2,242.83 7,498,168.75 6,851,891.75 7,388,56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5,263.29 5,734,371.33 24,410,873.19 40,241,1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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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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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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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倪茂生 
境内自然

人 
27.97% 20,786,600 20,786,600 质押 630,000 

倪铭 
境内自然

人 
9.31% 6,921,500 6,921,500   

谈渊智 
境内自然

人 
5.23% 3,885,723 3,885,723   

薛祖兴 
境内自然

人 
2.68% 1,989,700 0   

无锡隆盛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58% 1,920,557 0   

#马美琪 
境内自然

人 
1.50% 1,116,768 0   

王泳 
境内自然

人 
1.43% 1,061,508 0   

郑兆星 
境内自然

人 
1.36% 1,009,000 938,325   

江苏金百灵

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爱嘉专项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1% 676,600 0   

#沈佩英 
境内自然

人 
0.77% 573,2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倪茂生与倪铭为父子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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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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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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2019年，面对着严峻的汽车市场形势，隆盛科技总体情况稳健。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汽车销量2576.9

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8.2%。其中乘用车销量2144.4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9.6%；商用车销量432.4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

1.1%；受补贴退坡影响，新能源汽车下半年销售出现明显下滑，全年度销量120.6万辆，同比下降4%。数据显示，2018年出

现拐点后，下滑趋势延续。受新冠疫情影响，可以预见2020年汽车整体销量异常严峻，下滑趋势非常明显，乘用车市场将首

当其冲。同时，可以预见汽车消费刺激政策也将会有出台的可能。 

2019年度，隆盛科技本部销售收入稳中有升，受项目投入、固定资产投入、财务费用等综合因素影响利润维持低位水平。

整体情况虽未恢复至2016年水平，但国五实施对于隆盛科技的影响即将在2020年年内正式结束。子公司微研精密保持较高增

速，得益于下半年度新项目批产，顺利完成第二年度业绩承诺。柳州微研天隆和柳州致盛均在年内注册完成并已逐步进入运

营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55.22万元，实现净利润3,003.91万元。 

（一）市场营销 

在主业EGR板块，2019年度隆盛科技销售收入在2018年基础上增长较为明显。国五排放法规的执行对主要聚焦商用车市

场的隆盛科技其深度影响仍有所延续；同时，国六项目的开发工作紧锣密鼓的开展。2019年初，根据客户项目、人员负荷以

及市场竞争情况分析，公司明确以EGR阀、冷却器、节气门作为支撑国六项目的三大核心产品，并以此三大件产品针对客户

市场进行重点攻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EGR阀以及电子节气门产品，根据配套客户发动机市场占有率情况，预

计重型车国六标准实施之后，该两款产品市场占有率或将达到60%左右，远超国四阶段水平。非道路市场，明确以康明斯、

云内动力、全柴动力、新柴股份、中国一拖、玉柴股份、雷沃斗山、常发股份作为重点市场开拓，并顺利收获了EGR阀及节

气门的全部预期项目。在汽油发动机领域，随着东安动力国六项目批产，在今年下半年对汽油EGR产量拉动会比较明显，同

时针对增程混动发动机直线电机EGR产品项目也已经启动。 

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板块，公司重点投入的驱动电机马达铁芯项目，目前已经正式成为联合汽车电子的一级供应商，同

时项目也获得了日系客户、大众、蔚来、广汽新能源、电咖等客户的二级供应商定点。 

针对商用车燃料替代的重卡天然气喷射系统项目，已经获得博世汽车系统的供应商正式定点，预计在2020年下半年正式

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随着该项目的实施，也为隆盛科技未来在高端电磁阀领域的拓展打下坚实基础，为客户结构调整打开

空间。 

在燃料电池部分，公司针对上海捷氢、博世定向开发的氢气切断阀、氢气喷射阀、EAC空气压缩泵定子及空气轴承部件

等，均进入到小批量A阶段样件交付阶段，并将在2020年进行进一步的设计优化。 

在精密零件板块，全资子公司微研精密销售收入在2018年基础上增长幅度也较为明显。这主要得益于新项目量产拉动，

2019年下半年生产销售屡创新高。微研精密客户结构稳定，在年末获得联合汽车电子年度优秀供应商荣誉。2019年共承接客

户项目总计42项。 

（二）技术创新工作 

2019年，公司申请专利30件：其中发明8件，实用19件，外观3件；2019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6件；目前，公司累计申请

专利数514件：其中发明225件，实用282件，外观7件；授权状态为有效的专利数共217件：其中发明55件，实用160件，外观

2件；行业标准5项。 

2019年度，公司新获授权专利16件。  

序号 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号 期限 

（年） 

1 一种用于电路板的防静电拧螺丝工装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9日 ZL 2018 2 1628601.7 10 

2 一种汽车接插件检测装置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8日 ZL 2018 2 1626973.6 10 

3 一种可检测双向压差的压差传感器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8日 ZL 2018 2 1626352.8 10 

4 一种汽车压差传感器的电路板总成结构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8日 ZL 2018 2 1627203.3 10 

5 智能节气门控制器外壳防拆结构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9日 ZL 2018 2 1628810.1 10 

6 一种汽车传感器用组合式PCB电路板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8日 ZL 2018 2 162658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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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用于多路高温传感器的电阻阻值及温

度检测设备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0月9日 ZL 2018 2 1628955.1 10 

8 一种改进的双阀芯结构的EGR阀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2月27日 ZL 2018 2 2210030.1 10 

9 一种节气门开启力的检测装置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2月27日 ZL 2018 2 2210029.9 10 

10 一种节气门性能检测装置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2月27日 ZL 2018 2 2210467.5 10 

11 一种低压EGR阀的密封轴承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8年12月28日 ZL 2018 2 2223853.8 10 

12 扭矩电机提升EGR阀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9年1月3日 ZL 2019 2 0008213.7 10 

13 一种扭矩电机EGR蝶阀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9年1月3日 ZL 2019 2 0007683.1 10 

14 一种扭矩电机碟片式EGR阀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9年1月3日 ZL 2019 2 0008304.0 10 

15 一种扭矩电机提升EGR阀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9年1月3日 ZL 2019 2 0007698.8 10 

16 方向盘转角传感器 隆盛科技 实用新型 2019年5月7日 ZL 2019 2 0639570.3 10 

（三）运营管理工作 

公司在2019年针对各运营模块持续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 

1、针对采购、物流部门的职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采购从供应商定点，定价、物料采购变更为供应商定点、定价及供

应商质量管理职能。物流从内外库仓库管理及物料配送更变为内外库仓库管理、物料配送、物料采购和制定计划职能。 

2、制造部不再负责生产计划制定，只负责按计划按时交付。质量部不再负责供应商质量管理，只负责来料检验、在线

检验及客户零公里、三包质量问题对接。 

3、销售部门的岗位和职责范围进一步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从以往的片区划分变更为按客户系列划分，例如康明斯体

系包含东风康明斯、福田康明斯、安徽康明斯由同一销售经理负责，主要考虑商务、物流、项目对接等的协同性。 

4、针对新能源零部件开发，独立设置运行团队，以此提升项目团队运行效率及专注度。 

5、公司技术中心总计实施中的项目有197项。其中，国六项目96项；非道路第四阶段项目82项，汽油机和新能源项目19

项。 

6、WMS、SRM系统在上半年上线成功，同时为生产MES系统打下基础。 

2019年，是微研精密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第二个经营年度，公司对照上市公司内控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各项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较好的完成了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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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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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6,552,174.5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39,092.3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4.89%。本报告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2019年合并全资子公司无锡微

研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全年收入及利润。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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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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

准。 

2019年0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修订了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修订了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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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微研天隆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无锡微研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新设的

控股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无锡微研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2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5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无锡微研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实际已缴纳出资额人民币

1,020.00万元。柳州微研天隆科技有限公司自设立日纳入合并范围。 
 

 

 

 

 

 

 

 

单位（盖章）：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年3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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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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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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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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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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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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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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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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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