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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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2020 年度拟以总股本 41,6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83,336,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

存至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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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华股份 6050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伯凡 黄艳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707号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

707号 

电话 0574-63333233 0574-63333233 

电子信箱 wbf@zjchanghua.com huangyanlei@zjchanghu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金属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具备较强的配套开发、生产制造能力，经

过数十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紧固件、冲焊件为核心的两大产品体系，并作为一级供应商向国内

主要乘用车制造商供应汽车零部件产品，与东风本田、一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广汽本



田、广汽丰田、东风日产、日产中国、长安福特、广汽三菱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城汽车、上汽集团、

奇瑞汽车、江铃汽车等自主品牌整车制造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了业务的稳步发展。 

公司紧固件产品主要包括螺栓、螺母和异形件三大类，应用于汽车车身、底盘及动力总成系

统，强度等级覆盖汽车常用紧固件及关键部位的高强度紧固件，能够满足各类型乘用车的不同需

求。 

公司冲焊件产品主要包括汽车覆盖件、支撑件、加强件、一般冲焊件等，应用于汽车车身、

底盘和动力总成等部位。公司掌握冲焊件的多项核心制造技术，并配备了大量自动化生产设备，

在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智能化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形成了满足多类车型、整

车多部位冲焊件需求的丰富的产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钢材（包含板材、线材和其他钢材）等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公司根据客户订单

及整车厂装车计划制定生产计划，再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量制定采购计划，并结合原材料价格变

动趋势进行采购调整。目前，钢铁生产企业销售多采取经销模式，公司主要向钢材生产企业控制

的钢贸平台企业或者第三方钢贸平台企业购买，公司已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

关系。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和安全库存结合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下达的采购订单和自身销售预测合

理安排生产计划，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之上，提高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公司生产自

生产计划下达至产品入库，通过 SAP 系统或 ERP 系统实施精确管理，由生产管理部、制造部、

质量部和各生产车间共同组织实施，公司生产流程图具体如下：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流程包括客户开发阶段、新产品获取阶段、试制阶段、批量生产阶段等四个阶段。 

公司销售客户包括整车厂和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其中以整车厂为主。公司与主要整车厂客户

的产品为定制产品，产品供应通常采用“一品一点”的配套模式，产品一般直接销售给整车厂，有

时需要按照整车厂要求或市场需求向配套供应商供货，配套供应商采购公司产品后通过加工形成

组合件再交付给整车厂。 

在客户开发阶段，整车厂会对供应商生产条件、质量控制、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认证考核，公

司考核通过后才能成为整车厂的预选供应商，并与整车厂保持较为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 

新产品获取阶段，公司获取新产品订单主要包括整车厂新产品询价、公司投标报价、报价跟

踪、中标获得新产品定点资格等四步。公司中标获得订单之后，与整车厂签订产品开发和供货协

议，确定产品的具体技术参数和工艺、产品价格和年降比例。 

试制阶段，公司根据获取的客户产品具体技术参数和工艺要求试制，主要包括模具设计开发、

样件生产并通过整车厂审核、预批量生产并通过客户审核、批量生产等步骤。 

公司达到批量生产条件后组织生产、实现销售，并落实相关售后服务。在批量生产过程中，

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将根据整车厂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和 1.9%，降幅比上年分别收窄 5.5 和 6.3 个百分点。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

成 1,999.4 万辆和 2,017.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6.5%和 6%，降幅比上年分别收窄 2.7 和 3.6 个百分

点。 

2020 年一季度汽车产销量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第二季度随着疫情形势得到有效扼制，汽车

市场从 4 月份开始逐步恢复。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汽车总体产销量连续 9 个月呈现增长。从

行业发展态势来看，我国汽车市场逐步复苏，全年产销增速稳中略降，汽车行业总体表现出了强

大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伴随国民经济稳定回升，以及促进消费政策的带动，市场需求仍将继

续恢复。 

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工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互

为促进、共同发展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越来越细，汽车零部件行业在汽车行业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整车产销规模增长对汽车零部件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汽车保有量规模的不断

提升，汽车零部件行业的规模仍将不断扩大，整车制造商采购汽车零部件将逐步呈现出就近集中

化、小批量、多样化、个性化、模块化趋势，整车制造商推进关键零部件国产化以降低成本将成

为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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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424,501,681.36 1,855,629,068.53 30.66 1,706,761,679.10 

营业收入 1,454,214,686.85 1,430,785,961.81 1.64 1,518,367,607.9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0,722,969.76 205,514,379.24 -2.33 208,640,564.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0,213,215.39 184,269,503.94 -2.20 213,992,039.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45,646,397.83 1,400,042,941.27 38.97 1,218,418,562.0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0,615,284.33 301,321,313.01 -30.10 208,190,090.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55 -5.45 0.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55 -5.45 0.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72 15.69 减少2.97个百分

点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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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53,131.30 317,889,166.68 429,033,610.26 479,838,77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783,301.90 29,290,857.06 59,944,801.15 93,704,00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668,040.41 26,922,640.15 55,343,231.85 81,279,30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7,105,433.78 24,688,629.66 63,244,547.10 25,576,6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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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4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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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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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长土 0 226,800,000 54.43 226,8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庆 0 97,200,000 23.33 97,2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36,000,000 8.64 36,000,000 无 0 其他 

宁波久尔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5,000,000 3.60 15,000,000 无 0 其他 

金明娟 522,500 522,500 0.1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 259,360 259,360 0.06 0 无 0 其他 



限公司－客户资金 

徐荐瑞 234,500 234,500 0.0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贺碧凤 232,700 232,700 0.0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杨文娟 190,900 190,900 0.0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管永涛 189,300 189,300 0.0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长

土、王庆系父子关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宁波久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持股平台，王长

土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庆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宁波久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暖椰系

王长土的女儿、王庆的胞妹，有限合伙人沈芬系王长土的配偶、

王庆的母亲，有限合伙人王月华系王长土胞姐，有限合伙人姚

绒绒系王月华女儿。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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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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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42,450.1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0.66%；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为 194,564.6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8.97%。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421.4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营业利润为 21,833.8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85%；利润总额为

23,318.2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4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0,072.30 万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 2.3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021.32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20%。净利润小幅度下降原因主要系宁波长盛利润增加及广州长华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

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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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主要内容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要求，仅在境内上市的公

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实行。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

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

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公司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的要求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主要内容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号），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

减让进行调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20〕10号）中的规定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财会〔2020〕10 号文规定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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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6 家。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

2020 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 家，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