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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3                         证券简称：万通智控                           公告编号：2020-017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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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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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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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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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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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智控 股票代码 3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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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滨 李滨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振

兴东路 12 号 

传真 0571-89361222 0571-89361222 

电话 0571-89181292 0571-89181292 

电子信箱 lb@hamaton.com.cn lb@hamato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从事轮胎气门嘴、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以及相关工具及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制造商。在售后服

务市场（AM市场），公司与31 Inc.、Tyresure、REMA等品牌售后服务商展开紧密合作；在整车配套市场（OEM市场），

公司与中策集团、Haltec等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上汽集团等整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上汽通用、大众、

北汽、广汽等诸多知名整车厂配套供应商，是美国铝业公司、美国沃尔沃等的配套供应商，并面向欧美等地区汽车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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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报告期内，实施重大资产购买，并于2019年9月30日（欧洲中部时间）完成交割。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取得WMHG公司100%

股权，公司将新增商用车及其他重型运输工具的排气管路系统及解耦元件业务。WMHG是从事生产用于商用车及其他重型

运输工具的排气管路系统及解耦元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包括汽车排气系统柔性金属软管、气密柔性解耦元件、弯管、隔热

套及排气管路系统总成，是目前唯一一家拥有基于带状缠绕焊接软管的气密解决方案的公司。全球领先的复杂组件供应商、

商用车气密解耦元件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客户群体包括国内外众多知名的汽车制造商或机械装备制造商。 

2、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轮胎气门嘴、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缠绕金属软管及管路系统总成、气密金属软管及管路系统

总成、工具及配件等。 

    轮胎气门嘴是轮胎的充放气阀门。以气门嘴原材料区分，分为橡胶气门嘴和金属气门嘴；以用途区分，分为传统气门嘴

和TPMS气门嘴；以有无内胎区分，分为无内胎气门嘴和有内胎气门嘴；以结构和装配原理区分，分为卡扣式、压紧式、胶

座式和拧紧式四种，其中卡扣式、压紧式气门嘴属于无内胎气门嘴，胶座式气门嘴、拧紧式气门嘴属于有内胎气门嘴。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通过在每个车轮安装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在行车或静止的状态下，监测轮胎的压力、温度等数

据，并通过射频信号将数据发射到接收机，在显示器上显示各种数据变化，提醒驾车者。同时，TPMS可以在轮胎偏离标准

胎压、温度超标、快速漏气等安全隐患时进行报警，以保障行车安全，是车辆主动型安全防护装置。TPMS产品集信号收集、

传输、转换、显示等多种技术为一体，是一种高技术的汽车智能电子控制系统。TPMS分为直接式TPMS和间接式TPMS，直

接式TPMS利用安装在轮胎内的传感器直接测量轮胎内的气压并传输有关数据；间接式TPMS通过ABS系统中轮速传感器测

量轮胎的转速，由此推断轮胎气压是否异常。直接式TPMS具有反应快、准确率高的特点，在市场受欢迎程度也相对较高。 

为适用于公路和非公路用车辆排气管路系统及解耦元件，车辆排气管路系统用于连接车辆发动机以及车辆尾气后处理系统，

排气管路系统上的柔性解耦元件主要分为缠绕金属软管以及气密金属软管，主要起到吸收并减缓发动机振动、承受载荷、降

低噪声和补偿发动机位移及各个管件之间的安装公差等作用。 

    工具及配件主要包括轮胎及气门嘴安装和修补工具、气门嘴延伸及连接工具、气压测量工具、TPMS专业工具、气门嘴

配件、TPMS售后维护配件等。 

     3、商业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原材料采购实行统一批量采购；公司执行的是“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按照《订单生产发货管理流程》安排订单接收、生产、发货管理；公司产品定价时考虑以下因素来确定最终报价：区域市场

的竞争强度、同类产品价格；客户的采购规模；结算币种及汇率波动情况；信用政策；合作历史。 

     公司客户按照最终消费市场可分为OEM市场和AM市场。在OEM市场，公司及本年度新增合并公司通过一系列复杂认

证后加入整车厂的供应商体系，并与其建立起长期的配套关系。在AM市场，公司主要通过展会、网络等渠道与客户接触。

与新老客户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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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93,594.72 313,590,772.75 46.30% 320,196,2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35,829.89 32,472,194.45 -38.91% 35,337,82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24,564.39 25,792,095.96 -48.34% 31,515,88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02,398.83 22,565,332.20 200.03% 47,133,57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37.5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6 -37.5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7.80% -3.14% 10.3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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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907,077,960.02 517,669,878.90 75.22% 479,015,67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0,832,498.16 423,249,701.40 1.79% 412,726,6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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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9,133.29 82,853,131.76 89,682,901.92 220,788,4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434.38 11,139,087.88 7,680,013.53 161,29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0,044.55 7,599,936.33 7,692,399.03 -1,627,72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21,052.78 -7,424,723.87 42,717,674.48 22,888,3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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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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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通智控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5% 100,495,279 100,495,279 质押 32,500,000 

杨富金 境内自然人 6.27% 12,531,547 5,383,108 质押 9,305,608 

杭州青巢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5,208,043 0   

杭州瑞儿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4,166,700 4,166,700   

杭州瑞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3,333,300 3,333,300   

方汉杰 境内自然人 0.82% 1,630,162 0 冻结 1,630,162 

张黄婧 境外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黄瑶芳 境内自然人 0.72% 1,443,336 1,443,336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54% 1,070,800 0   

郭连英 境内自然人 0.40% 79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黄瑶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之妻；张黄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与黄瑶芳之女；张健

儿为万通控股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瑞儿投资、瑞健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健儿控制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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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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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2019

年，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36万辆和2144.4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9.2%和9.6%。2019年，在基建投资回升、国Ⅲ汽

车淘汰、新能源物流车快速发展，治超加严等利好因素促进下，商用车产销好于乘用车，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36万辆和432.4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1.9%，销量下降1.1%。（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8,793,594.72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6.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35,829.89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38.91%，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动，以及实施重大资产收购项目，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大幅增加，详见

报告全文。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以及汽车消费

信息等对公司造成一定压力。公司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直面困难和挑战，综合施策，积极应对，引进新的研发团队，拓展新

的研发项目，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和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并完成重大资产购买，2019年4月2日（欧洲中部时间），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CORE Mainstream 

Luxemburg S.a.r.l（以下简称“CORE卢森堡公司”）、CORE Mainstream Germany GmbH（后更名为Westfalia Metal Hoses GmbH，

以下简称“CORE德国公司”或“WSH公司”）与Heitkamp & Thumann KG（以下简称“H&T KG”）及其关联企业Westfalia 

Metallschlauchtechnik Verwaltungs-GmbH（以下简称“WSV”）、Westfalia Grundstücks-GmbH & Co. KG（以下简称“WGG”）

（以下合并简称H&T集团、德国海金杜门集团”），签署了《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公司及CORE卢森堡公司、CORE德国

公司作为收购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H&T集团旗下的Westfalia Metal Hoses Group（以下简称“WMHG”）相关的股权资

产及非股权资产。其中，股权资产包括WSV作为普通合伙人、H&T KG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的Westfalia Metallschlauchtechnik 

GmbH & Co. KG（以下简称“WSH、德国业务公司”）100%有限合伙人权益以及WSV持有的Westfalia, Inc.（以下简称“WIW、

美国业务公司”）100%股权、Westfalia Metal s.r.o.（以下简称“WCZ、捷克业务公司”）100%股权、维孚金属制品（上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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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Westfalia Metal Components (Shanghai) Co. Ltd.，以下简称“WSS”）100%股权、维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Westfalia 

Shanghai Trading Company Ltd.，以下简称“WSC”）100%股权。非股权资产为WGG持有的位于德国Hilchenbach（希尔兴巴赫）

的土地及其上附的所有权利、义务、房屋及附属物，该土地目前供德国业务公司WSH使用，其中WSH厂区所在主地块面积

为25,254平方米，厂区周边绿化及停车场等附属地块7,412平方米，共计32,666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引进有经验的销售人才；积极主导和参加各类展会，强化市场推广工作，保

证品牌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轮胎展、美国SEMA展，向国内外客户展示万通智控的企业形象及产

品技术，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开发客户建立了基础。通过会展期间的调查和观察，公司收集到新老顾客的信息，准确地

了解国内外最新产品和发明的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等，从而积极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以及产品的研发和改进。 

     随着2020年中国乘用车TPMS强制安装标准的实施，国内汽车市场对TPMS的需求量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整车制造商

对TPMS系统的需求正逐步扩大，对技术领先的TPMS供应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此，公司持续开拓TPMS，对国内各

区域销售经理开展定期培训，不断开发国内其他整车制造商客户。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开拓国内知名整车厂市场并取得了一

定的突破。 

     报告期内，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公司在泰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已完成BOI审批和DBD注册，境外子公司的建立

有利于延伸公司产品线，加强东南亚市场供货能力，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欧美合资子公司持续加强与客户、

终端销售商的沟通，收集汽车市场前沿信息，了解欧美TPMS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动态更新升级TPMS产品，保持与主流

新车型协议同步，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研发新产品，TPMS产品方面，公司分前装TPMS、售后替换TPMS、针对商用车的智能轮胎全生命周期

管理系统、售后套装TPMS产品继续加快攻克新的技术；双频可编程TPMS传感器，捆绑式气门嘴TPMS系统等有了新的突破；

气门嘴产品方面，公司重点研发不同类型的TPMS气门嘴、以及提升橡胶气门嘴整体性能。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了公司内控，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等机构的合法运

作和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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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及气门嘴 251,436,173.09 75,948,002.21 30.21% 3.26% 19.65% 4.14% 

TPMS 33,318,737.08 16,305,926.94 48.94% 23.07% 52.41% 9.42% 

金属软管 132,289,540.321 34,767,614.10 26.28% - - - 

注：1 本期并购企业产品，无上年同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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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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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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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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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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健儿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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