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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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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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预计转增

股本 350,932,304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预计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300,221,304 股（具体股数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的股

数为准）。上述方案实施的股本基数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预计为 877,330,76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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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电子 600699 辽源得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喻凯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   

电话 0574-87907001   

电子信箱 kai.yu@joyso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在 2018年，公司克服层层阻力，于 4月份完成了对高田优质资产的交割，之后的整合顺利推

进，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利润和营收较 2017年都有很大增长，更重要的是均胜在全球产业中的

地位得到了很大巩固，创新的步伐也在加速，为未来三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各具体业务

方面： 

1、电子业务稳中取新 

电子业务全年实现营收 92.3亿元，毛利率 21.05%，获新订单超 170亿元（全生命周期） 



（1）HMI业务 

随着汽车电子的不断普及和提高，快速发展的智能座舱电子重新定义了用户与汽车的交互方

式。均胜的汽车电子业务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已具备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智能座舱系统的能力。 

公司最新推出的智能座舱系统，结合了触屏技术、全液晶仪表、 HUD、车载信息娱乐、人机

交互、主动安全等系统为代表的，兼顾硬件模块、软件系统和数据服务的前沿化产品。通过成熟

的产品系，均胜目前已成为大众，宝马，奔驰，福特，通用等国际知名整车厂商的核心合作伙伴。 

（2）智能车联业务 

车联业务方面，在欧洲获得德系高端品牌大众和奥迪基于谷歌 Android Auto的车载信息系统

订单，将在 2020年进入量产阶段。在国内，均胜获得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MQB 平台和全新的电动

平台 MEB 平台的订单，该订单将使用最前沿的单 SOC（系统级芯片）支持双系统的技术，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车载互联解决方案，该订单将于 2019年进入量产阶段；同时，均胜自主研发的第一代

V2X车端产品即将于 2021年量产，该产品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V2X量产项目。此外，均胜还深耕于

以 5G技术为基础的汽车通信、OTA空中下载和车辆增值服务领域，不断完善围绕着智能车联构建

的一体化生态圈。 

（3）E-mobility 业务 

新能源电子方面，均胜持续推进新产品的布局和新客户的开拓。除了重要客户宝马、奔驰、

保时捷和吉利外，公司陆续获得了大众 MQB及 MEB 平台、奔驰新一代电动化平台、日产、福特、

上汽通用五菱等客户的新能源汽车管理系统相关的订单。公司提供的电池管理系统、48V 电池管

理系统和电池整包 PACK在节能减排、提高燃油经济性、提高性能、降低成本等方面均具有较明显

的优势。同时，公司的车载充电器（OBC）产品已获得吉利、沃尔沃、法拉利等全球整车厂商多项

订单。除此之外，均胜不断加码、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池智能充电、配电、放电等领域的相关产品，

并已获得量产客户，公司致力于打造完整的新能源充放电生态链。 

 

2、安全业务完成高田优质资产交割，全球整合顺利推进，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公司已将高田优良资产与 KSS 公司整合为均胜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以均胜安全为主体开展汽

车安全业务。在完成合并后，均胜安全营收规模已跻身全球汽车零配件前三十强，为全球第二大

的汽车安全产品供应商。 

完成交割后，均胜安全系统全球行政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奥本山，并着手组建新的管理团

队，同时建立全球总部和四大区域总部（中国，亚洲除中国以外地区，美洲，欧洲、中东及非洲）



的两级管理体系，既保证各地区业务的开展的效率性，也保证总部在职能领域的管理。目前均胜

安全多项整合任务顺利推进，并确立公司新的发展目标。其中： 

（1）毛利率逐步恢复，成本结构逐步优化 

均胜安全的毛利率水平由 2017 年的 13.6%上升至全年的 15.7%，改善明显。公司预计毛利润

水平将随着成本结构的逐步优化不断提升。成功结构优化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重复产能的优

化；2）新增订单带来的产能利用率的提高；3）自动化生产比例提高带来的人工成本的降低；4）

供应链优化带来的原材料单位成本的降低。 

（2）强力的新增订单和新产品，带来可持续的增长 

新获来自全球主流整车厂商的订单超 550 亿元，特别是日系客户的认可，并获得丰田优秀供

应商奖项和认证。同时，均胜安全首创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和电路保护系统，已获得特斯拉的订单

并已进入量产阶段，截止目前已持续供应超过 20万件产品。 

（3）市场占有率约 30%，保持行业领导者地位 

公司安全气囊、安全带、方向盘和电子系统占营收比重分别 43%，28%、21%和 8%， 在全球汽

车安全领域拥有约 30%的市场份额。公司产品广泛销售于全球主要区域和市场，占比也比较均衡。 

（4）主动安全产品的大规模量产 

均胜安全自主研发的 DMS 驾驶员监测系统已于美国豪华品牌凯迪拉克部分车型中量产。该系

统通过头部姿势监测、手持感应警示、眼珠注视追踪、注意力辅助、人脸识别和生命体征感知等

技术，为自动驾驶场景提供重要支持。此外，均胜安全拥有立体式车内驾乘者监视系统、方向盘

生命体征感知系统、主动转向方向盘、方向盘智能感应技术、方向盘三维多功能开关等前沿产品，

通过硬件的感知和软件、算法的计划，快速地、稳定地提高车内人员的安全系数。 

 

3、功能件业务推陈出新 

功能件业务方面，在国内均胜不断保持着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在海外为奔驰、宾利、劳斯

莱斯等豪华品牌提供高端智能内饰件。在前瞻产品上，均胜旗下的均胜群英和普瑞协同开发了手

势控制的出风系统、光电化内饰（实木触控风道）等电子化内外饰件，不断推动着行业的变革和

升级。截止至本报告期，功能件业务获新订单近 70亿元（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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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9,320,183,424.06 35,355,043,856.48 67.78 37,232,570,835.60 

营业收入 56,180,929,951.06 26,605,600,272.90 111.16 18,552,409,19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17,989,789.35 395,870,260.54 232.93 453,693,82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1,111,025.36 -45,210,153.05 2,115.28 387,312,30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438,093,709.47 12,690,213,522.58 -1.99 12,703,408,88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74,226,963.27 1,901,328,374.71 56.43 673,689,47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3 0.42 240.48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3 0.42 240.48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49 3.11 

增加7.38个

百分点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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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4,880,892.07 15,649,055,120.66 16,787,268,489.61 16,759,725,44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102,804.31 790,050,206.54 236,520,926.39 260,315,85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23,539.18 443,803,563.02 248,105,523.94 207,178,39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650,974.44 1,254,150,556.17 207,816,119.08 1,614,911,2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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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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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15,554,807 334,171,987 
35.2

0 
0 质押 260,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71,958,239 71,958,239 7.58 0 无 0 其他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2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0 26,023,118 2.74 0 无 0 其他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26,023,117 2.74 0 质押 26,023,117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995,828 25,177,445 2.65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剑峰 2,682,000 23,483,542 2.47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然

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1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0 20,556,076 2.17 0 无 0 其他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富 13号资产管理计划 
-5,870,986 20,152,131 2.12 0 无 0 其他 

袁红 0 18,211,100 1.9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33,378 14,894,279 1.5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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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6,180,929,951.06 26,605,600,272.90 111.16 

营业成本 46,630,807,220.98 22,245,311,734.75 109.62 

销售费用 1,432,948,595.11 770,959,776.80 85.87 

管理费用 3,102,598,603.16 1,507,363,929.79 105.83 

研发费用 2,927,334,873.30 1,032,726,788.20 183.46 

财务费用 1,072,364,648.84 508,999,826.91 11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4,226,963.27 1,901,328,374.71 56.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32,836,940.45 -2,986,919,133.72 212.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1,965,177.37 -4,094,685,034.54 330.35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业务持续发展，2018 年 4 月完成对高田公司优质资产收购后该资产

对应产能释放产生绩效和整合顺利推进使营收有较大增长。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的增长主要系营业成本随营收同步增加所致。同时，随着整合

的顺利推进，毛利率方面第四季度较前三季度环比已有明显回升，与去年同比也有明显提升。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汽车零部件 55,697,535,083.35 46,186,939,270.68 17.08 112.36 110.93 
增加 0.57 个

百分点 

 合计 55,697,535,083.35 46,186,939,270.68 17.08 112.36 110.93 
增加 0.57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汽车安全系统 42,880,034,291.97 36,146,833,230.71 15.70 210.84 203.46 
增加 2.05 个

百分点 

汽车电子系统 9,230,944,329.28 7,287,464,728.06 21.05 1.84 -1.69 
增加 2.67 个

百分点 

功能件及总成 3,586,556,462.10 2,752,641,311.91 23.25 22.80 23.01 
减少 0.15 个

百分点 

合计 55,697,535,083.35 46,186,939,270.68 17.08 112.36 110.93 
增加 0.57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国内地区 13,220,696,523.80 10,867,415,710.45 17.80 44.68 43.94 
增加 0.42 个

百分点 

 国外地区 42,476,838,559.55 35,319,523,560.23 16.85 148.56 146.18 
增加 0.80 个

百分点 

 合计 55,697,535,083.35 46,186,939,270.68 17.08 112.36 110.93 
增加 0.57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了外部和行业的不利因素，营收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各业务毛利率均有

明显改善或提升。公司预计在未来整体毛利率仍将继续提升。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 

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汽车安

全系统 
6,112,115,423.59 6,175,988,769.87 143,278,003.58 7,498.12 9,150.03 628.93 

汽车电

子系统 
39,879,095.00 39,879,095.00 1,614,925.40 11.26 11.97 - 

功能件

及总成 
37,740,755.75 38,163,326.50 8,123,449.96 23.33 21.64 -4.94 

 

产销量情况说明 

汽车安全系统类产品产销量提升主要系收购高田优质资产后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所致，另一

方面汽车安全业务整合后，生产量和销售量的统计口径与 2017 年同比口径不完全一致。 

 

(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汽车零部件 原材料 34,399,480,695.99 74.48 16,383,929,324.63 74.82 109.96 

汽车零部件 制造费用 11,787,458,574.69 25.52 5,513,386,596.01 25.18 113.80 

汽车零部件 合计 46,186,939,270.68 100.00 21,897,315,920.64 100.00 110.93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汽车安全系统 原材料 26,421,000,972.96 73.09 8,720,800,939.14 73.21 202.97 

汽车安全系统 制造费用 9,725,832,257.75 26.91 3,190,950,801.76 26.79 204.79 

汽车电子系统 原材料 5,831,728,187.02 80.02 5,676,226,368.45 76.60 2.74 

汽车电子系统 制造费用 1,455,736,541.03 19.98 1,734,068,422.24 23.40 -16.05 

功能件及总成 原材料 2,146,751,536.00 77.99 1,759,136,782.85 78.61 22.03 

功能件及总成 制造费用 605,889,775.91 22.01 478,538,597.64 21.39 26.61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与去年同期相比，原材料和制造费用占成本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电子业务因上游原材料价

格的上涨，使原材料在成本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而随着公司产能在低成本地区的投产和规模效

益的发挥，使制造费用在成本中的比例有所下降。 

 



(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20,182 百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36%；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551 百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6%；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

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3. 费用 

√适用 □ 不适用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增长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的增长和整合的推进导致销售费用增

加，本期内公司因加大业务拓展力度获得较多新订单和新产品集中量产使销售费用有较大增长。

其中安全业务获得超 550 亿元新订单，电子业务新获订单超 170 亿元。随着整合的推进，销售费

用占营收的比率与去年同比有所降低。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增长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的增长导致管理费用增加，随着整合

的推进，管理费用占营收的比率与去年同比有所降低。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系为完成高田资产收购新增并购贷款产生的利息所

致。 

 

4.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2,927,334,873.30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972,201,710.68 

研发投入合计 3,899,536,583.9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6.94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4,444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7.50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24.93 

 

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作为技术驱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始终坚持技术优先的原则，保持在工程技术和研发领

域的高投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研发投入增加约 19.19 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94%，

研发人员数量增加超过 1,000 人，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研发的持续投入保证公司主要业务在行业

中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客户广泛认可，18 年整体新获得订单超过 790 亿元，保持强势劲头。另外，

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量产，主动安全、车联网（V2X）和新能源汽车的充放电系统等各类产品都

已代表了行业的最高水平。 

 

 



5. 现金流 

√适用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变化主要系营收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主要为收购高田优质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均胜安全引入战略投资者国投创新管理的先进

基金和 PAG 投入资金，以及为收购高田优质资产发生的并购贷款。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收购高田优质资产、政府补助、企业重组等因素产生的非经收益合计约 4.07 亿元。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7,816,800,064.49 13.16 4,184,778,367.83 11.84 86.79 

应收账款及应

收票据 
10,923,471,709.92 18.41 4,807,005,169.82 13.60 129.39 

存货 7,566,244,980.44 12.74 3,787,701,454.32 10.71 99.76 

固定资产 12,824,302,162.96 21.59 6,284,182,683.02 17.77 104.07 

在建工程 1,603,075,595.68 2.70 1,362,611,760.89 3.85 17.65 

短期借款 5,165,911,093.27 8.70 4,597,414,669.51 13.00 12.37 

长期借款 11,263,063,718.66 18.96 6,665,162,663.00 18.85 68.98 

应付账款及应

付票据 
9,794,100,126.91 16.34 5,267,047,377.15 14.90 84.28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主要原因是本期收购高田优质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主要原因是本期收购高田优质资

产。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主要是由于为并购高田资产而产生的借款。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为取得质押及抵押借款进行了部分资产的抵押和质押。主要资产受限情

况详见附注七、70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3. 其他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行业经营性分析如下： 

汽车制造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 产能状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整车产销量 

□ 适用  √不适用  
 

3. 零部件产销量 

√适用  □ 不适用  

按零部件类别 

√适用  □ 不适用  

 
销量 产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汽车安全系统 6,175,988,769.87 66,767,217.11 9,150.03 6,112,115,423.59 80,442,430.25 7,498.12 

汽车电子系统 39,879,095.00 35,614,662.20 11.97 39,879,095.00 35,841,936.60 11.26 

功能件及总成 38,163,326.50 31,374,160.24 21.64 37,740,755.75 30,601,662.95 23.33 

 

按市场类别 

√适用  □ 不适用  
 

 
整车配套市场销量 售后服务市场销量 

零部件类别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汽车安全系统 6,175,988,769.87 66,767,217.11 9,150.03    

汽车电子系统 39,879,095.00 35,614,662.20 11.97    

功能件及总成 38,163,326.50 31,374,160.24 21.64    

 

汽车安全系统类产品产销量提升主要系收购高田优质资产后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所致，另一

方面汽车安全业务整合后，生产量和销售量的统计口径与 2017 年同比口径不完全一致。 

 

4. 新能源汽车业务 

□ 适用  √不适用  
 

5. 其他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通过新设立的子公司均胜安全与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完成资

产购买系列协议的签署，收购破产程序中高田除 PSAN 业务以外的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预计不少于 4.35 亿美元，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包）。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成对购买

高田公司除 PSAN 业务以外主要资产的交割事宜。 

2、报告期内，根据收购德国公司 Quin GmbH《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均胜

群英于 2018 年 1 月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3,180.83 万欧元收购完成Quin GmbH 剩余 25%股权，

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 Quin GmbH 100%股权。 

3、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

Joyson Electronic USA LLC 的议案》，为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意公司出资 1,000

万美元在旧金山库比蒂诺城市投资设立 Joyson Electronic USA LLC（中文名“均胜电子美国有限公

司”），开发及吸收全球顶尖的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和新能源汽车技术；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起

设立车联网财产保险公司进展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产保险公司的筹备进展情况，调整出资额

为 3.3 亿元，认购 3.3 亿股股份，持股占比 33%，为保险公司主发起人。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通过新设立的子公司均胜安全与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完成资产购

买系列协议的签署，收购破产程序中高田除 PSAN 业务以外的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预计

不少于 4.35 亿美元，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包）。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成对购买高田

公司除 PSAN 业务以外主要资产的交割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均胜电子关于购买高田公司主要资

产完成交割的公告》。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 不适用  

请参见附注七、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 不适用  

为满足公司汽车安全业务发展、全球资产整合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同时借助战略投资者

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积累和在投资领域的成功经验，公司子公司均胜安全控股于 2018 年上半年引

进战略投资者国投创新管理的先进基金和 PAG，各方就均胜安全控股股权结构达成一致并签订股

东协议，其中公司持有均胜安全控股 69.22%股权，先进基金和 PAG 出资 5.5 亿美元合计持有均胜

安全控股 30.78%股权，均胜安全控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均

胜电子关于子公司 Joyson KSS Auto Safety Holdings S.A.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后续进展公告》。 

 



(七)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宁波均胜群英汽车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95,100.00 

 75.00(直接)  
468,077.73 369,092.75 

 25.00(间接)  

Preh GmbH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1000.00 万欧元 100.00 826,096.50 1,030,614.22 

Joyson Auto Safety 

Holdings S.A. 

汽车零

部件 

汽车零部

件制造 
3.00 万欧元 69.22 4,205,953.61 4,222,217.95 

 

(八)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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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

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没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3日披露的《均胜电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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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37户，比上年度增加 57户，详见 2018年年度报

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和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