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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0、200030                    证券简称：富奥股份、富奥 B                    公告编号：2020—45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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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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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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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奥股份、富奥 B 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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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平 王淼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电话 0431-85122797 0431-85122797 

电子信箱 000030@fawer.com.cn 000030@fawer.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56,528,071.04 4,583,499,013.73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5,731,718.39 423,754,627.42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9,746,765.25 404,037,859.76 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6,421,812.42 -89,733,605.71 48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1 0.2340 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01 0.2340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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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3% 6.43%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147,975,670.18 12,920,598,874.83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03,807,406.42 6,660,303,686.40 2.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0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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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股权投资

（天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41% 441,995,373    

吉林省天亿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31% 331,495,386    

宁波华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5% 252,568,785    

吉林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3% 181,657,48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 42,493,8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3% 35,004,2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

平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0% 10,947,60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间接持有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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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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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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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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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给汽车产业带来了极大冲击，汽车产销累计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6.8%和

16.9%。1-6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775.4万辆和787.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2.5%和22.4%。商用车产销分

别完成235.9万辆和238.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8.6%。 

2020年上半年，面对“全球变、疫情至、行业降、转型快”的严峻形势，公司把握产业趋势与机遇，

应对行业增长不确定性，持续保障供应链安全，确保企业健康发展，实现了整体优于行业的发展水平。继

续保持增速发展，在逆境中展现韧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57亿元，同比增长14.6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36亿元，同比增长2.83%。锚定战略完善布局，“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项目持续落

地。大众MEB平台的相关产品陆续SOP，全面实现为大众公司电动车型配套的换代升级。智能化资源富赛电

子陆续取得红旗、大众等新产品订单。底盘铸铝轻量化项目有序推进，将在红旗整车轻量化战略中发挥重

要作用。秉持开放深化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ABC德国紧固件收购项目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

《股份购买协议》，俄罗斯传动轴合资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开启布局欧洲。与华晨宝马建立合作平台，积

极进入宝马配套体系；与恒大新能源汽车、江淮大众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机制完善体系，下行

期间持续赋能。构筑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管控模式，为成为国际化零部件集团创建机制基础。开展全面对

标，深化运营管理，推进精益生产体系建设。持续回报股东，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

的分红政策，上市以来已经累计派发现金股利18.73亿元(含回购)，年度派息率均超过 30%。考虑股份回

购，2019年派息率已超过70%。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2020年2月，向湖北的战略合作伙

伴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捐赠总计110万元的医用一次性口罩20万只，为缓解疫情防护救援物

资紧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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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下半年，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全年汽车总体将继续延续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任务依然

艰巨。我们将继续稳经营、促转型、谋发展，深度布局“三化”事业，持续加大增收降本力度，提升运营

质量，加快国际并购，收官“十三五”百亿目标，擘画“十四五”规划蓝图，确保2020年经营目标顺利实

现。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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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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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20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4户，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2户，分别为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和长春智享投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21日，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10,4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40%，同时本公司与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及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及长春致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在富赛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的表决权授予本公司行使，因此，本公司控制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55%的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法

定代表人：张丕杰。注册地址：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丙九街以东，警备路以西。经营范围：汽车电子相

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进出口商品除外）。 

长春智享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22日，注册资本1,000元，本公司出资510元，占注册资本的51%。

法定代表人：李俊新。注册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丙九街以东，警备路以西富奥大路599号。经

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代客理财、融资

担保等金融服务、严禁非法集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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