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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1-017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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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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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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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622731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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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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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铭扬 陈梦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

融广场 A 座 6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

广场 A 座 6 层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属汽车制造行业。公司是大众、宝马、奔驰、奥迪、通用、福特、

丰田、日产、捷豹路虎、特斯拉、沃尔沃、上汽乘用车、一汽轿车、长城汽车等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是真木、真铝、IMD/INS 等装饰条；主副仪表板、门板、立柱、顶棚、头枕、风管、格栅、加油口盖等内外

饰件；冷冲压、热成型等车身金属件；后视镜系统、电子控制单元、线路线束保护系统、新能源电池包组件等电子产品等。

主要配套车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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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车企 新势力车企 

序号 厂牌 车型 厂牌 车型 

1 大众 探岳，速腾，宝来，新帕萨特，高尔夫，朗逸，T-Roc，

途观L，ID 4 ，Lamando，迈腾，辉昂，途昂，新捷达 

特斯拉 Model-3 ，Model-Y 

2 奥迪 Q5, Q3, Q2 ,A7, A6, A4, A3, e-tron 蔚来 ES6，EC6，ET7 

3 斯柯达 科迪亚克，柯珞克，速派，Octavia，Rapid 小鹏汽车 P7, G3 ,C-Sedan 

4 奔驰 E-Class，GLA ,A-Class，GLB, V-Class，Vito   

5 宝马 5系，3系，X3，X1   

6 丰田 RAV4，凯美瑞，卡罗拉，雷凌，亚洲龙，汉兰达，

C-SUV，C-HR，雅力士 

  

7 沃尔沃 S90，S60，XC60， XC40   

8 凯迪拉克 XT4,XT5,XT6,CT4,CT5,CT6   

9 别克 Envision，GL8，Envision S   

10 其他 捷豹XF、XJ、保时捷macan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采用总部和子公司两级分权分级管理的模式。其中总部负责制定采购战略和总体目标，检查、指导、服务、

监督各子公司的采购行为；子公司根据总部制定的《采购管理手册》在授权审批后实施具体采购任务，完成总部下达的采购

目标。采购行为主要分为市场采购和客户约定采购。市场采购即公司根据对机器设备、基建工程、生产性物料等的产品需求

和实际情况，在综合比较资质、信誉、产品品质、产品价格等因素后，进行供应商选择、招标、价格谈判。符合要求的一家

或几家供应商将被公司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与其签订《采购合同》《框架协议》等。客户约定采购即由主机厂指定原

材料供货商并负责供货合同条款的谈判，公司只负责执行采购即可。 

    2、销售模式 

公司为OEM工厂，即根据主机厂的需求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首先，主机厂根据新车型开发计划向潜在供应商提出

开发竞标邀请和发布询价信息。公司在参与竞标前，对报价进行合理性分析，并对本身的研发能力以及产能情况进行评估，

组织开发并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和多轮报价。主机厂经过价格评定并考虑供应商的综合能力后，依次通过签订约定意向书、模

具开发合同、销售订单合同等确定供应商为其提供产品。 

    3、生产模式 

物流部门根据客户的生产量纲，对接计划或生产部门制定排产计划，同时分析测算现有产能能否按时完成交付，是否需

要新增投资（租赁厂房、购买设备、增加人工等）。生产部门按照周和日排产计划安排生产，并根据客户要求及时调整。质

量部门按照产品作业指导书对员工行为和产品质量进行抽检，针对异常问题成立专人小组进行讨论，保证生产产品质量，并

在产品完工后根据质量部门和客户要求再进行产品抽检或全检。合格产品将入库并最终由物流部门交付客户。 

（三）行业情况 

2020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停工停产”和人流物流的限

制使得汽车产销量均呈现大幅下降。随后疫情在海外蔓延，全球汽车产业链受到不同程度的中断。随着第二季度国内疫情逐

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节奏加快，以及政府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汽车市场逐步回暖，产销量恢复提升。根据中汽协发布

的《2020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0年全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9.4万辆和2017.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5%和

6%，降幅较上年收窄。当前，新冠疫情在境外还在发展过程中，这对于高度国际化的汽车产业链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

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未完成体现，宏观经济的变化将导致需求的变弱，这将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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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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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6,892,357,701.77 17,093,435,579.76 -1.18% 14,927,081,5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438,013.35 981,111,216.02 -13.42% 731,796,36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132,689.33 915,665,868.98 -16.99% 676,435,487.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9,779,774.00 2,009,046,379.05 42.84% 1,229,181,73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6 1.57 -13.38%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6 1.57 -13.38%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1% 11.36% -2.65% 9.1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104,714,993.91 17,130,614,694.60 11.52% 16,262,190,63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29,500,075.73 9,148,951,846.65 12.90% 8,112,088,0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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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403,337.07 4,148,855,364.68 4,515,018,811.66 5,488,080,18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422,910.97 242,859,450.89 284,808,270.40 241,347,38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876,963.39 222,938,841.39 268,599,633.29 210,717,25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139,893.13 271,596,525.33 507,557,834.01 1,374,485,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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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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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4.36% 89,936,799 67,452,599   

宁波华翔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8% 48,736,437    

象山联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6% 29,202,71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5% 22,199,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99% 12,48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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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

通担保证券明

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12,470,697    

宁波峰梅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11,850,757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 11,630,589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四

组合 

其他 1.74% 10,911,961    

平安基金－中

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险分红－平安

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

资 2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2% 8,254,2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宁波华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象山联众投

资有限公司是张松梅女士控制的企业，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和一致行动人。对其他股东，

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为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为 12,470,69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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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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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8.92亿元，与去年营业收入相比下降1.18%；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8.49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了13.42%；每股收益为1.36元，净资产收益率8.71%，公司总资产191.05亿元，净资产103.30亿元，每股净资产16.49

元。 

2020年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产到较大挑战。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严控投资，力压制

造费用”等应对措施得当，同时以“一汽大众”为首的公司客户结构优势得以充分显现，子公司长春华翔、胜维德赫均实现营

收、净利双位数增长，国内经营业绩整体未受到过多影响。 

2、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也给公司“欧洲重组计划”提供了实施可能。

“裁员、搬迁”等行动带来的一次性重组费用以及相应资产减值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将从根源上消除欧洲

业务长期亏损对公司整体业绩的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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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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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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饰件 7,745,577,216.75 1,663,271,238.87 21.47% -4.67% -0.90% 0.82% 

外饰件 2,583,189,969.10 429,370,762.48 16.62% -2.44% -8.49% -1.10% 

金属件 4,142,694,637.36 553,986,351.27 13.37% 5.12% -4.93% -1.41% 

电子件 1,377,161,866.67 352,372,460.72 25.59% 2.77% 8.3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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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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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7日，宁波华翔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执行新收入准

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70,073,781.72 -70,073,781.72  

合同负债  67,742,732.17 67,742,732.17 

其他流动负债  2,331,049.55 2,331,0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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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元）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成都众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85,126,312.87 100.00 股权转让 

佛山晟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155,307,688.59 100.00 股权转让 

2、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元）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元） 

烟台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10月10日 500,000.00 260,9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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