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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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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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 519,248,856.00 元，公司 2020年年度拟以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股为基数分配利润,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000.00万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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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嵘泰股份 6051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吉爱根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城工业园乐和路8号 

电话 0514-85335333-8003 

电子信箱 ag.ji@rtc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汽车转向系统、传动系

统、制动系统等铝合金精密压铸件。 

公司从研发设计、工艺改进、技术创新、精细管理各项环节保证产品质量，目前公司产品得

到客户的充分认可，主要客户包括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及知名汽车整车企业，

包括博世（BOSCH）、采埃孚（ZF）、蒂森克虏伯（TK）、威伯科（WABCO）、博格华纳（BORGWARNER）、

耐世特（NEXTEER）、上汽大众。公司与下游大型零部件及汽车整车制造客户已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众多知名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终端应用的主要整车品牌包括上汽大



众、一汽大众、上汽通用、奔驰、宝马、奥迪、福特、沃尔沃、本田、吉利汽车、长城汽车、中

国重汽等。 

2、公司经营模式 

①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铝锭、辅料等。公司从价格、付款条件、样品质量、现场审核等多个方

面对供应商进行全面审核，并择优选择供应商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生产部门将生产计划输入并运行物料需求计划系统，自动生成采购申请，采购部据此生成采

购订单并发送至合作供应商。供应商将货物发送给公司后，检验人员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检验合格后由仓管人员清点数量并办理入库。公司已制定了《采购控制程序》等严格的供应商选

择机制和评价体系以及原材料质量控制程序，从源头上保障公司原材料的产品质量。 

②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销售部门定期获取客户的需求计划；物流部门根

据需求计划编制生产计划表，并安排工厂组织生产；工厂各部门人员领用相关物料并执行生产计

划；品质部根据产品的执行标准按批次对半成品、产成品进行检测；工厂将合格产品入库。公司

铝合金精密压铸件均为自行生产，不存在外协加工或者采购成品的情形。 

③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采用直销模式。公司与博世（BOSCH）、采埃孚（ZF）、蒂森克虏伯（TK）、威伯科（WABCO）

等国际厂商建立了稳定的客户关系。 

3、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从生产工艺来看，公司所属行

业为“C33 金属制品业”；从产品应用领域来看，公司所属行业为“C36 汽车制造业”，根据证监

会发布的《2021 年 1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显示公司所属行业为“C36 汽车制造业”；根

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36 汽车制造业”下属的“C367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随着经济和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在汽车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由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模式逐步转向以开发整车项目为主的专业

化生产模式。从行业特点来看，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市场，且生产

企业数量也逐步增多。但仍存在单体生产企业规模较小且部分中小规模企业产品线单一、技术含

量低的问题。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市场以德、日、美零部件企业通过设立独资和合资企业在中国

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中资企业整体以中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进口替代趋势的深化以

及行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中资企业在核心产品上开始逐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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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57,017.48 1,535,104,622.97 5.28 1,303,086,184.91 

营业收入 991,129,734.34 990,872,197.71 0.03 880,143,74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785,077.21 158,299,363.04 -19.28 115,932,01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610,284.69 141,560,657.04 -22.57 118,786,76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852,275,072.79 752,588,211.38 13.25 584,367,658.56 



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7,517,436.49 205,766,087.92 34.87 94,946,37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1.32 -19.70 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1.32 -19.70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2 23.68 
减少7.76个

百分点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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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59,509.65 211,189,313.89 274,307,716.15 331,073,19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647,219.04 43,125,881.34 32,697,830.00 31,314,14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3,410,326.32 40,027,744.08 29,292,406.58 26,879,80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2,174,154.43 49,061,230.87 72,386,551.60 43,895,4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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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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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珠海润诚投资有限公司 
  

73,127,125 60.94 73,127,12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澳门润成国际有限公司   25,746,760 21.46 25,746,760 无   境外法人 

夏诚亮   12,006,115 10.01 12,006,115 无   境外自然人 

扬州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公司） 

  
9,120,000 7.60 9,12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夏诚亮先生通过澳门润成国际有限公司和扬州嘉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分别间接持有公司 10.73%

和 3.5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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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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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1,129,734.34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03%；营业利润为



154,154,484.60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8.49%；净利润为 127,785,077.21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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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9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主要内容  

本次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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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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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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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公司共 6家，详见本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注销 1家，详见本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