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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及《202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1 年 4 月 24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6 号—上市公司从事汽车制造相

关业务》，公司对《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关内容进行补

充，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度报告全文补充 

1、“第三节 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补充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军品及

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领域。 

（一）汽车零部件业务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以

及涡轮增压器等，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制造，部分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

发电机组等其他领域发动机的生产制造。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在采购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

购管理体制，并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商选择评定和管理控制程序，统一

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在生产方面，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模式，按

照类别分为铸造、锻造、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

涡壳以等专业生产线，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成品安全库存等因素编制生产计划；

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供应汽车主机厂，公司与通用、三菱汽车、

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康明斯、一汽轿车、江淮、北汽福田、比亚迪、



马来西亚宝腾、韩国斗山、广汽丰田、一汽丰田、舍弗勒等大量知名汽车（或柴油

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涡轮增压器产品生产线于 2019 年开始投资建设，

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产品在得到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配套供

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样件检测、疲劳测试、跑机试验、小批量供

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报告期内多种型号产品处于测试试验阶段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 

在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主要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公司按照客

户的技术标准及交付进度进行精密加工并按照一定标准收取加工费，加工产品类别

包括航空结构件、钣金件、系统件、轴类件等，应用于民用飞机、军用飞机、导弹

等。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通过了 GJB9001C-2017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并取得了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了保密体系审核并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报告期内，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

产线于期末建成投产，同时启动收购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加快

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业务领域的布局。 

补充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军品及

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领域。 

（一）汽车零部件业务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以

及涡轮增压器等，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制造，部分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

发电机组等其他领域发动机的生产制造。公司建立了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

在采购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体制，并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

商选择评定和管理控制程序，统一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在生产

方面，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模式，按照类别分为铸造、锻造、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

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涡壳以等专业生产线，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

成品安全库存等因素编制生产计划；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供应汽

车主机厂，公司与通用、三菱汽车、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康明斯、一

汽轿车、江淮、北汽福田、比亚迪、马来西亚宝腾、韩国斗山、广汽丰田、一汽丰

田、舍弗勒等大量知名汽车（或柴油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涡轮增压器



产品生产线于 2019 年开始投资建设，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产

品在得到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配套供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样件检

测、疲劳测试、跑机试验、小批量供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报告期内多种型号产品处

于测试试验阶段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下降 6.8%；2020 年 GDP

同比增长 2.30%；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0 年中国汽车产销实现 2,522.50

万辆和 2,531.10 万辆，同比下降 2.00%和 1.90%，其中 2020 年第一季度汽车产销量

为 347.4 万辆和 367.2 万辆，同比下降 45.20%和 42.40%，报告期内汽车行业整体景

气度同比下滑。2020 年 4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委发布《关于稳定和扩大汽

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产业〔2020〕684 号），提出将国六排放标准实施的过

渡期截止时间由由 2020 年 7 月 1 日前调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前、鼓励金融机构积

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金融业务等促进汽车消费的举措，对稳定 2020 年全年汽车消费

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317.33 万元，同比下降 2.25%，公

司汽车零部件业务与行业整体发展趋势一致。 

（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 

在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主要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公司按照客

户的技术标准及交付进度进行精密加工并按照一定标准收取加工费，加工产品类别

包括航空结构件、钣金件、系统件、轴类件等，应用于民用飞机、军用飞机、导弹

等。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通过了 GJB9001C-2017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并取得了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了保密体系审核并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报告期内，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

产线于期末建成投产，同时启动收购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加快

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业务领域的布局。 

2、“第三节 业务概要”之“三、核心竞争力” 

补充前： 

1、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现有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成立了院士（专家）创新

工作站，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高素质的研发管理队伍，涉及材料、机械

设计、精密加工、模拟仿真等多个专业领域，具备从产品概念设计到样件生产和过



程实验验证能力，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积累，公司已经形成了大量工艺技术储备，先

后开发生产了数百个规格型号的凸轮轴总成、连杆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及涡轮增

压器产品并取得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2、市场网络及客户资源优势 

经过多年的市场运营，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市场营销团队，并

与众多下游客户形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下游客户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

公司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现已在凸轮轴、连杆、曲轴扭转减振器等主要产品领域占

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 

3、精密铸造、锻造及加工一体化优势 

公司主要产品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杆总成从毛坯铸造开始至最终成型产品，均

实现了自主设计、精密铸造、精密锻造、加工和生产，是目前全国少数具备精密铸

造、精密锻造、加工一体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该优势有效保障了毛坯的供应，

确保了铸造毛坯件的质量。同时，公司将属于粗加工工序的毛坯件产品选择数家供

应商进行采购，并进行紧密合作，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并降低产品成本，突破公司在

资金、设备、厂房和人力等方面的限制，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质量稳定能力和市场

快速响应能力等综合竞争力。 

4、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通过提高产品设计精度、工艺技术进步、提高自动化水平、实施平台生产、

推行全员质量成本控制和精益生产等方式，确保对成本的精确控制，不断地降低产

品成本，具有成本领先优势。公司对产品成本的精确控制，确保了公司的主导产品

在与外资企业竞争时具有价格优势，特别是针对主机厂的批量产品时，公司相对于

外资零部件厂商具有更强的成本优势。 

5、产品与质量优势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和凸轮轴总成三大类。与一

般的单一发动机零配件制造商相比，公司产品覆盖面更广、产业链延伸更长，因此

综合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从产品结构看，公司不仅同时生产三种产品，而

且产品覆盖重型、中型、轻型发动机。公司三大类产品系列在主机市场的开发中，

相互拉动，为三个产品进入或整体进入主机配套体系提供了便利。 



公司通过了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GJB9001C-2017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拥有由数百台加工中心、进口精密磨床等专业生产设备组成的先进生产线以及

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各生产线运行稳定，生产人员对生产工艺运用良好，产品检

测规范，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公司产品品质优良、成品率高。 

补充后： 

公司是我国先进的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企业，汽车零部件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

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主要面向国内汽车发动机主机配套市场，

公司与通用、三菱汽车、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康明斯、一汽轿车、江

淮、北汽福田、比亚迪、马来西亚宝腾、韩国斗山、广汽丰田、一汽丰田、舍弗勒

等大量知名汽车（或柴油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行业内具备了较高的市场

地位和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 

发动机主机厂商所需的零部件来源有“外购配套”和“主机厂自制”两种。随

着汽车工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大部分汽车发动机主机厂都已采用外

购配套方式组织生产，只有少数主机厂商为保障自身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质量水平

和供应能力自行制造配套，目前我国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不高，

其中一线汽车品牌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市场主要被外资企业和少数先进本土企业占

领。曲轴扭转减振器领域公司竞争对手主要包括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特

达因（苏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湖北广奥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等，连杆总成领域

公司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远东连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四会实力连杆有限公司等，凸轮轴总成领域竞争对手主要包括蒂森克虏伯发动

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河南中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

公司、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等。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行业数据，2020 年中国汽车用发动机产量 2,236.83 万台，

按照平均一台发动机一个曲轴扭转减振器、四支连杆总成、二根凸轮轴估算，市场

需求量分别为 2,236.83 万个、8,947.32 万支、4,473.66 万根，公司 2020 年度曲轴扭

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市场占有率为： 

产品名称 市场需求量 公司销售量 市场占有率 

曲轴扭转减振器（万个） 2,236.83 300.56 13.44% 

连杆总成（万支） 8,947.32 426.28 4.76% 

凸轮轴（万根） 4,473.66 215.70 4.82% 



1、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现有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成立了院士（专家）创新

工作站，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高素质的研发管理队伍，涉及材料、机械

设计、精密加工、模拟仿真等多个专业领域，具备从产品概念设计到样件生产和过

程实验验证能力，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积累，公司已经形成了大量工艺技术储备，先

后开发生产了数百个规格型号的凸轮轴总成、连杆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及涡轮增

压器产品并取得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2、市场网络及客户资源优势 

经过多年的市场运营，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市场营销团队，并

与众多下游客户形成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下游客户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

公司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现已在凸轮轴、连杆、曲轴扭转减振器等主要产品领域占

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 

3、精密铸造、锻造及加工一体化优势 

公司主要产品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杆总成从毛坯铸造开始至最终成型产品，均

实现了自主设计、精密铸造、精密锻造、加工和生产，是目前全国少数具备精密铸

造、精密锻造、加工一体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该优势有效保障了毛坯的供应，

确保了铸造毛坯件的质量。同时，公司将属于粗加工工序的毛坯件产品选择数家供

应商进行采购，并进行紧密合作，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并降低产品成本，突破公司在

资金、设备、厂房和人力等方面的限制，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质量稳定能力和市场

快速响应能力等综合竞争力。 

4、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通过提高产品设计精度、工艺技术进步、提高自动化水平、实施平台生产、

推行全员质量成本控制和精益生产等方式，确保对成本的精确控制，不断地降低产

品成本，具有成本领先优势。公司对产品成本的精确控制，确保了公司的主导产品

在与外资企业竞争时具有价格优势，特别是针对主机厂的批量产品时，公司相对于

外资零部件厂商具有更强的成本优势。 

5、产品与质量优势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和凸轮轴总成三大类。与一



般的单一发动机零配件制造商相比，公司产品覆盖面更广、产业链延伸更长，因此

综合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从产品结构看，公司不仅同时生产三种产品，而

且产品覆盖重型、中型、轻型发动机。公司三大类产品系列在主机市场的开发中，

相互拉动，为三个产品进入或整体进入主机配套体系提供了便利。 

公司通过了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GJB9001C-2017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拥有由数百台加工中心、进口精密磨床等专业生产设备组成的先进生产线以及

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各生产线运行稳定，生产人员对生产工艺运用良好，产品检

测规范，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公司产品品质优良、成品率高。 

3、“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1、概述” 

补充前： 

1、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17.33万元，同比下降2.25%；营业利润830.09

万元，同比下降5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11.27万元，同比下降61.80%。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一季度销售收

入下降幅度较大；公司集中进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涡壳、涡轮增压器、丰田

项目生产专线等项目投资，相关的费用支出较大；部分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对公司管

理团队进行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 

2、报告期，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在服务原有客户，致力于扩大市场份额的

同时，着力于新客户、新市场开发。产品和管理体系获得了舍弗勒、广汽丰田、一

汽丰田等知名厂商的认可，其中客户舍弗勒的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广汽丰田、一汽

丰田完成了产品测试、小批量供货等批量供货前的准备；涡轮增压器多种型号产品

已交付客户进行测试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3、公司于2020年7月通过子公司成都西菱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成都西菱

鸿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从事涡轮增压器精密铸件和航空军工精密铸件的制造。

投资建设生产线用于生产涡轮增压器重要零部件涡壳，同时该公司铸造工艺可满足

航空军工要求，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军工业务方面的产品线。 

4、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公司持续完善军品

及民用航空零部件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审核和申领，加强市

场开发，成为中航某飞机等军工单位和中航某民机有限公司的合格供应方。公司军

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规划，公司报告期



内追加建设航空钣金件、轴类件、航空系统件生产线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增强公司竞

争力，建成后将扩大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的产品品类，增强公司在军

工及民用航空领域的市场地位。 

5、为了促进公司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启动收购成都鑫

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该公司专注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主要

从事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零件精密制造和特种工艺处理，具有

开展军工业务所必需的各项资质。通过并购，将发挥公司与鑫三合的产业协同作用，

实现优势互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推动公司军品及航空机业务快速发展，提升公

司在军品市场的市占率的市场地位。 

6、公司于2020年9月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工作，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魏

晓林先生发行公司股票，发行数量不低于7,861,636股（含本数）且不超过11,792,452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巩固与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并加快公司未来业务战略布局。 

补充后： 

1、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17.33万元，同比下降2.25%；营业利润830.09

万元，同比下降5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11.27万元，同比下降61.80%。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一季度销售收

入下降幅度较大；公司集中进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涡壳、涡轮增压器、丰田

项目生产专线等项目投资，相关的费用支出较大；部分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对公司管

理团队进行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 

2、报告期，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在服务原有客户，致力于扩大市场份额的

同时，着力于新客户、新市场开发。产品和管理体系获得了舍弗勒、广汽丰田、一

汽丰田等知名厂商的认可，其中客户舍弗勒的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广汽丰田、一汽

丰田完成了产品测试、小批量供货等批量供货前的准备；涡轮增压器多种型号产品

已交付客户进行测试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3、公司于2020年7月通过子公司成都西菱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成都西菱

鸿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从事涡轮增压器精密铸件和航空军工精密铸件的制造。

投资建设生产线用于生产涡轮增压器重要零部件涡壳，同时该公司铸造工艺可满足

航空军工要求，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军工业务方面的产品线。 



4、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公司持续完善军品

及民用航空零部件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审核和申领，加强市

场开发，成为中航某飞机等军工单位和中航某民机有限公司的合格供应方。公司军

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规划，公司报告期

内追加建设航空钣金件、轴类件、航空系统件生产线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增强公司竞

争力，建成后将扩大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的产品品类，增强公司在军

工及民用航空领域的市场地位。 

5、为了促进公司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启动收购成都鑫

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该公司专注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主要

从事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零件精密制造和特种工艺处理，具有

开展军工业务所必需的各项资质。通过并购，将发挥公司与鑫三合的产业协同作用，

实现优势互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推动公司军品及航空机业务快速发展，提升公

司在军品市场的市占率的市场地位。 

6、公司于2020年9月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工作，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魏

晓林先生发行公司股票，发行数量不低于7,861,636股（含本数）且不超过11,792,452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巩固与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并加快公司未来业务战略布局。 

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建立了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在采购方面，公司

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体制，并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商选择评定和管理

控制程序，统一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在生产方面，采用专业化

生产的模式，按照类别分为铸造、锻造、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

涡轮增压器、涡壳以等专业生产线，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成品安全库存等因素

编制生产计划；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供应汽车主机厂。公司涡轮

增压器产品生产线于2019年开始投资建设，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

件，产品在得到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配套供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

样件检测、疲劳测试、跑机试验、小批量供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报告期内多种型号

产品处于测试试验阶段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报告期内，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模式

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情况如下： 

零部件类别（万支） 设计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曲轴扭转减振器 393 302.71 77.03% 

连杆总成 996 461.74 46.36% 

凸轮轴 337 210.84 62.59% 

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万支） 

产量 销售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与上年同比

增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

期 

与上年同比

增减 

按零部件类别 

连杆总成 461.74 404.57 14.13% 426.28 489.61 -12.93% 

曲轴扭转减振器 302.71 280.66 7.86% 300.56 303.41 -0.94% 

凸轮轴 210.84 223.28 -5.57% 215.7 225.76 -4.46% 

按整车配套 

连杆总成 460.19 402.15 14.43% 424.73 487.19 -12.82% 

曲轴扭转减振器 299.73 278.04 7.80% 297.58 300.79 -1.07% 

凸轮轴 209.66 222.46 -5.75% 214.52 224.94 -4.63% 

按售后服务市场 

连杆总成 1.55 2.42 -35.95% 1.55 2.42 -35.95% 

曲轴扭转减振器 2.98 2.62 13.74% 2.98 2.62 13.74% 

凸轮轴 1.18 0.82 43.90% 1.18 0.82 43.90% 

按区域 

境内地区 965.34 904.24 6.76% 932.59 1014.51 -8.07% 

境外地区 9.95 4.27 133.02% 9.95 4.27 133.02% 

二、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补充 

1、“二 公司基本情况”之“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或产品简介” 

补充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军品及

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领域。 

（一）汽车零部件业务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以

及涡轮增压器等，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制造，部分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

发电机组等其他领域发动机的生产制造。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在采购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

购管理体制，并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商选择评定和管理控制程序，统一

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在生产方面，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模式，按

照类别分为铸造、锻造、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



涡壳以等专业生产线，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成品安全库存等因素编制生产计划；

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供应汽车主机厂，公司与通用、三菱汽车、

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康明斯、一汽轿车、江淮、北汽福田、比亚迪、

马来西亚宝腾、韩国斗山、广汽丰田、一汽丰田、舍弗勒等大量知名汽车（或柴油

机）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涡轮增压器产品生产线于 2019 年开始投资建

设，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产品在得到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配

套供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样件检测、疲劳测试、跑机试验、小批

量供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报告期内多种型号产品处于测试试验阶段并开始小批量试

生产。 

（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 

在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主要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公司按照客

户的技术标准及交付进度进行精密加工，公司按照一定标准收取加工费，加工产品

类别包括航空结构件、钣金件、系统件、轴类件等，应用于民用飞机、军用飞机、

导弹等。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通过了 GJB9001C-2017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并取

得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了保密体系审核并取

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报告期内，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

一期生产线于期末建成投产，同时启动收购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以加快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业务领域的布局。 

补充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军品及

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领域。 

（一）汽车零部件业务 

1、主要产品及业务模式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以

及涡轮增压器等，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制造，部分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

发电机组等其他领域发动机的生产制造。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在采购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

购管理体制，并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制定了供应商选择评定和管理控制程序，统一

对供应商实施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在生产方面，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模式，按



照类别分为铸造、锻造、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

涡壳以等专业生产线，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成品安全库存等因素编制生产计划；

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直销模式，产品供应汽车主机厂。公司涡轮增压器产品生产

线于 2019 年开始投资建设，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产品在得到

主机厂的认可并批量配套供应主机装配之前，需要经过样件试制、样件检测、疲劳

测试、跑机试验、小批量供货等一系列的过程，报告期内多种型号产品处于测试试

验阶段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2、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 

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下降 6.8%；2020 年 GDP

同比增长 2.30%；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0 年中国汽车产销实现 2,522.50

万辆和 2,531.10 万辆，同比下降 2.00%和 1.90%，其中 2020 年第一季度汽车产销量

为 347.4 万辆和 367.2 万辆，同比下降 45.20%和 42.40%，报告期内汽车行业整体景

气度同比下滑。 

公司是我国先进的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企业，汽车零部件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

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涡轮增压器，主要面向国内汽车发动机主机配套市场，

公司与通用、三菱汽车、通用五菱、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康明斯、一汽轿车、江

淮、北汽福田、比亚迪、马来西亚宝腾、韩国斗山、广汽丰田、一汽丰田、舍弗勒

等大量知名汽车（或柴油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行业内具备了较高的市场

地位和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 

发动机主机厂商所需的零部件来源有“外购配套”和“主机厂自制”两种。随

着汽车工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大部分汽车发动机主机厂都已采用外

购配套方式组织生产，只有少数主机厂商为保障自身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质量水平

和供应能力自行制造配套，目前我国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不高，

其中一线汽车品牌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市场主要被外资企业和少数先进本土企业占

领。曲轴扭转减振器领域公司竞争对手主要包括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麦特

达因（苏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湖北广奥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等，连杆总成领域

公司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远东连杆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四会实力连杆有限公司等，凸轮轴总成领域竞争对手主要包括蒂森克虏伯发动



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河南中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

公司、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等。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行业数据，2020 年中国汽车用发动机产量 2,236.83 万台，

按照平均一台发动机一个曲轴扭转减振器、四支连杆总成、二根凸轮轴估算，市场

需求量分别为 2236.83 万个、8947.32 万支、4,473.66 万根，公司 2020 年度曲轴扭转

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市场占有率为： 

产品名称 市场需求量 公司销售量 市场占有率 

曲轴扭转减振器（万个） 2,236.83 300.56 13.44% 

连杆总成（万支） 8,947.32 426.28 4.76% 

凸轮轴（万根） 4,473.66 215.70 4.82% 

（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 

在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主要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公司按照客

户的技术标准及交付进度进行精密加工，公司按照一定标准收取加工费，加工产品

类别包括航空结构件、钣金件、系统件、轴类件等，应用于民用飞机、军用飞机、

导弹等。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通过了 GJB9001C-2017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并取

得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了保密体系审核并取

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报告期内，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

一期生产线于期末建成投产，同时启动收购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以加快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业务领域的布局。 

二、“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2、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补充前： 

（1）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317.33 万元，同比下降 2.25%；营业利润

830.09 万元，同比下降 5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11.27 万元，同比下降

61.80%。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一季

度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公司集中进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涡壳、涡轮增压

器、丰田项目生产专线等项目投资，相关的费用支出较大；部分产品价格下降以及

对公司管理团队进行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 

（2）报告期，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在服务原有客户，致力于扩大市场份额

的同时，着力于新客户、新市场开发。产品和管理体系获得了舍弗勒、广汽丰田、

一汽丰田等知名厂商的认可，其中客户舍弗勒的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广汽丰田、一



汽丰田完成了产品测试、小批量供货等批量供货前的准备；涡轮增压器多种型号产

品已交付客户进行测试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3）公司于 2020 年 7 月通过子公司成都西菱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成都

西菱鸿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从事涡轮增压器精密铸件和航空军工精密铸件的

制造。投资建设生产线用于生产涡轮增压器重要零部件涡壳，同时该公司铸造工艺

可满足航空军工要求，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军工业务方面的产品线。 

（4）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公司持续完善军

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审核和申领，加强

市场开发，成为中航某飞机等军工单位和中航某民机有限公司的合格供应方。公司

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规划，公司报告

期内追加建设航空钣金件、轴类件、航空系统件生产线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增强公司

竞争力，建成后将扩大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的产品品类，增强公司在

军工及民用航空领域的市场地位。 

（5）为了促进公司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启动收购成都

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该公司专注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主

要从事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零件精密制造和特种工艺处理，具

有开展军工业务所必需的各项资质。通过并购，将发挥公司与鑫三合的产业协同作

用，实现优势互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推动公司军品及航空机业务快速发展，提

升公司在军品市场的市占率的市场地位。 

（6）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工作，拟向公司实际控制

人魏晓林先生发行公司股票，发行数量不低于 7,861,636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1,792,452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

强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巩固与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并加快公司未来业务

战略布局。 

补充后： 

（1）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317.33 万元，同比下降 2.25%；营业利润

830.09 万元，同比下降 5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11.27 万元，同比下降

61.80%。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一季

度销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公司集中进行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涡壳、涡轮增压



器、丰田项目生产专线等项目投资，相关的费用支出较大；部分产品价格下降以及

对公司管理团队进行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报告期内，公司汽车零部件产品产能

和产销情况如下： 

1）产能状况 

零部件类别（万支） 设计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曲轴扭转减振器 393 302.71 77.03% 

连杆总成 996 461.74 46.36% 

凸轮轴 337 210.84 62.59% 

2）产销量情况 

单位：万支 
产量 销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按零部件类别 

连杆总成 461.74 404.57 14.13% 426.28 489.61 -12.93% 

曲轴扭转减振器 302.71 280.66 7.86% 300.56 303.41 -0.94% 

凸轮轴 210.84 223.28 -5.57% 215.7 225.76 -4.46% 

按整车配套 

连杆总成 460.19 402.15 14.43% 424.73 487.19 -12.82% 

曲轴扭转减振器 299.73 278.04 7.80% 297.58 300.79 -1.07% 

凸轮轴 209.66 222.46 -5.75% 214.52 224.94 -4.63% 

按售后市场 

连杆总成 1.55 2.42 -35.95% 1.55 2.42 -35.95% 

曲轴扭转减振器 2.98 2.62 13.74% 2.98 2.62 13.74% 

凸轮轴 1.18 0.82 43.90% 1.18 0.82 43.90% 

按区域 

国内 

连杆总成 460.81 404.48 13.93% 425.35 489.52 -13.11% 

曲轴扭转减振器 293.90 279.26 5.24% 291.75 302.01 -3.40% 

凸轮轴 210.63 220.50 -4.48% 215.49 222.98 -3.36% 

国外 

连杆总成 0.93 0.09 933.33% 0.93 0.09 933.33% 

曲轴扭转减振器 8.81 1.40 529.29% 8.81 1.40 529.29% 

凸轮轴 0.21 2.78 -92.45% 0.21 2.78 -92.45% 

（2）报告期，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在服务原有客户，致力于扩大市场份额

的同时，着力于新客户、新市场开发。产品和管理体系获得了舍弗勒、广汽丰田、

一汽丰田等知名厂商的认可，其中客户舍弗勒的产品已经实现量产，广汽丰田、一

汽丰田完成了产品测试、小批量供货等批量供货前的准备；涡轮增压器多种型号产



品已交付客户进行测试并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3）公司于 2020 年 7 月通过子公司成都西菱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成都

西菱鸿源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从事涡轮增压器精密铸件和航空军工精密铸件的

制造。投资建设生产线用于生产涡轮增压器重要零部件涡壳，同时该公司铸造工艺

可满足航空军工要求，可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军工业务方面的产品线。 

（4）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公司持续完善军

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审核和申领，加强

市场开发，成为中航某飞机等军工单位和中航某民机有限公司的合格供应方。公司

军品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一期生产线建成投产；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规划，公司报告

期内追加建设航空钣金件、轴类件、航空系统件生产线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增强公司

竞争力，建成后将扩大公司在军工及民用航空零部件领域的产品品类，增强公司在

军工及民用航空领域的市场地位。 

（5）为了促进公司军品及民用航空零部件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启动收购成都

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该公司专注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主

要从事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零件精密制造和特种工艺处理，具

有开展军工业务所必需的各项资质。通过并购，将发挥公司与鑫三合的产业协同作

用，实现优势互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推动公司军品及航空机业务快速发展，提

升公司在军品市场的市占率的市场地位。 

（6）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工作，拟向公司实际控制

人魏晓林先生发行公司股票，发行数量不低于 7,861,636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1,792,452 股（含本数），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增

强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巩固与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并加快公司未来业务

战略布局。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