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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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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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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的审计，公司 2019 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8,282,959.31 元，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 18,034,454.3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20,093,858.19 元，扣除报告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136,234,210.20 元，2019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444,108,152.98 元。 

 

公司本年度拟以 2019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 元（含税），共计

133,839,040.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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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 6037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志荣 彭丽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电话 0574 – 8816 9136 0574 – 8816 9136 

电子信箱 nbgaofa@163.com nbgaofa@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汽车变速操纵控制系统和加速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汽车变速操纵器及软轴、电子油门踏板和汽车拉索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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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公司主要是作为整车制造商的一级配套商直接向其配套

供货。由于每一款汽车都有不同的技术规格，零部件供应商需要根据不同车型设计与之配套的零

部件，因此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设计与生产。公司已经

形成了产品研究开发、加工、产品组装、最终性能检测等在内的完整的业务流程。 

 

2、采购模式 

在采购环节方面，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在对供应商的选择从技术研发能力、质

量保证能力、设备生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考核。公司对通过考核的供应商建立合

格供应商目录。每个年度，公司对供应商进行年度评定，审核评级，只有通过评级审核的供应商

才能列入下一年度合格供应商名单。 

 

3、销售模式 

作为国内三十多家整车厂的一级供应商，公司产品的销售方式以直销为主，另有较少部分的

产品销售给其他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凭借产品信誉，采用“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的销售方式

不断拓展新客户并不断扩大产品在已有客户中的销售份额。在售后服务方面，公司建立了在主要

客户所在地派驻售后技术人员的贴近客户的售后服务体系。 

 

（三）行业情况 

2019 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现负增

长。具体情况如下： 

 

1、汽车产量销量降幅扩大 

报告期内，全国汽车产销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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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和 5.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36 万辆和 2,144.4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9.2%和 9.6%，乘用车产销量降幅大于汽车总体。 

 

2、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840.7 万辆，同比下降 15.8%，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9.2%，

比上年同期下降 2.9 个百分点；各品牌车型价格下行，对于零部件企业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挑

战大于机遇。 

 

3、新能源汽车同比继续下降 

2019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2 万辆和 120.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3%和 4.0%。其

中纯电动汽车生产完成 102 万辆，同比增长 3.4%；销售完成 97.2 万辆，同比下降 1.2%。2019 年，

新能源受补贴退坡影响，下半年呈现大幅下降态势。 

 

4、汽车电子化、电动化趋势加速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者对驾驶舒适性需求也进一步提升，汽车配

置硬件软件化趋势明显。随着消费进一步升级，电子化、电动化成为汽车行业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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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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72,263,537.55 2,253,989,574.68 -3.63 2,274,001,546.25 2,274,001,546.25 

营业收入 944,059,343.24 1,289,024,399.02 -26.76 1,207,931,322.88 1,207,931,32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8,282,959.31 215,099,602.59 -17.12 233,005,778.59 233,005,77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888,803.18 172,382,702.65 -12.47 216,621,610.78 216,621,6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53,752,964.34 1,908,151,264.51 -2.85 1,845,669,005.03 1,845,669,00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0,937,199.41 246,353,884.82 34.33 105,028,047.95 105,028,04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1.09 -28.44 1.13 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1.09 -28.44 1.13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40 11.5 

减少2.10

个百分点 
19.52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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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76,513.39 214,973,706.38 220,676,906.37 286,132,2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7,650.41 45,529,438.88 51,365,844.83 38,880,02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012,898.22 32,057,893.65 48,544,799.19 30,273,21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22,134.60 125,459,883.48 129,159,194.47 34,895,9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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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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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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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

量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0 83,790,000 37.5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11,620,000 5.21 0 未知  未知 

钱高法 0 10,956,400 4.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耀 0 9,739,100 4.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年 0 9,739,100 4.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745,611 5,861,822 2.63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4,483,344 4,483,344 2.0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880,853 4,126,476 1.85 0 未知  未知 

欧林敏 3,988,889 3,988,889 1.7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901,319 3,901,319 1.7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国年、钱国耀为父

子关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弟关系；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为钱

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分别

持有高发控股 36%、32%、32%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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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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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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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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405.93 万元，同比下降 26.76%；营业利润 21,227.53 万元，同比下降 14.59%；

净利润为 17,875.30 万元，同比下降 17.87%；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828.30 万元，同比

下降 17.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093.72 万元，同比增加 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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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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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表所示。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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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

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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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

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表所示：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执行新准则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461,129,799.31 元，“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36,480,151.90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08,370,000.00 元，“应

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40,068,768.00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423,094,109.17 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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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82,808,038.83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108,370,000.00 元，“应

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42,234,657.2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

值损失”项目，将按要求计提

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

备确认的信用减值损失单独

列示，比较数据不调整。 

执行新准则 

合并利润表： 

调整 2019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23,217,585.15 元，重

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 2019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23,030,514.07 元，重

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3）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

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合并资产负债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0,000,000.00 元；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增加：10,000,000.00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0,000,000.00 元；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增加：10,000,000.00 元 

（4）将一年以内到期的理财

产品从“其他流动资产”重分

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合并资产负债表：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370,000,000.00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37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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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宁波高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机械”）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钱高法 

2020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