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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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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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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总股本 1,810,552,111 股，扣除公司存在通过回购专户持有股份 68,909,026 股后，以股本 1,741,643,085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0 元（含税）。实际现金分红的数额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

分配的股本数量计算金额为准。2019 年不转增，不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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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奥股份、富奥 B 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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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平 王淼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传真 0431-85122756 0431-85122756 

电话 0431-85122797 0431-85122797 

电子信箱 000030@fawer.com.cn 000030@fawer.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富奥股份是中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集团企业，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是国内在企业规模、产品系列、研发能力、客户覆盖、资源布局均具有一定优势的

混合所有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近年来，公司通过战略优化、自主研发、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战略方向明晰，企业规模扩大，国际化步伐加快，品牌效应初显，正呈现出高质量发展

的态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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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走技术发展之路，通过市场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结构调整，形成了

以底盘业务、空调业务、汽车电子及新能源为主导核心产品的产业格局。目前，公司主要产

品包括底盘系统、环境系统、制动和传动系统、转向及安全系统、电子电器系统、发动机附

件系统等六大系列，产品品种覆盖重、中、轻、微型商用车和高、中、低档乘用车等系列车

型；公司产品为众多国内整车/整机企业配套，部分产品远销海外；所属企业35家，其中全资

企业15家、合资企业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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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063,808,026.15 7,852,536,417.15 28.16% 7,193,263,14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0,996,344.60 881,637,741.83 1.06% 831,547,59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4,282,082.42 790,817,227.73 8.03% 806,928,82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160,421.56 342,085,550.70 7.04% 556,625,12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9 2.04%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9 2.04%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7% 14.53% -0.76% 15.2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2,920,598,874.83 11,682,128,691.55 10.60% 10,364,348,49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60,303,686.40 6,380,132,440.58 4.39% 5,750,747,8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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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210,512.85 2,237,288,500.88 2,271,592,745.28 3,208,716,26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614,495.70 220,140,131.72 193,377,013.30 273,864,70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249,706.41 207,788,153.35 184,577,676.34 265,666,54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672,834.88 50,939,229.17 67,888,649.88 388,005,3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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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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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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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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股权投资

（天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41% 441,995,373    

吉林省天亿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31% 331,495,386    

宁波华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5% 252,568,785    

吉林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3% 181,657,48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 42,493,8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3% 35,004,200    

叶凡 境内自然人 0.52% 9,355,063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8,509,20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8,509,20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8,50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间接持有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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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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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中国汽车市场继续延续下滑态势，全面进入近三十年以来低速增长阶段。受中

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承受了较

大压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其中，乘

用车销售2,144.4万辆，同比下降9.6%；商用车销售432.4万辆，同比下降1.1%；新能源汽车销

量120.6万辆，同比下降4%。 

2019年，在广大股东的信任支持和全体员工顽强拼搏下，公司努力克服各种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加强战略运筹，加快转型升级，完善产业布局，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 

1. 经营稳健逆势求进，历史水平再获突破。在国内汽车行业持续下行、“新四化”发展趋

势日益深化、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下，公司全年业绩实现逆势增长。2019年，营

业收入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再次突破了历史最好水平，实现营业收入100.64亿元，同比增长

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1亿元，同比增长1.1%，在行业下行背景下仍实现了

平稳过渡。 “十三五”以来，公司规模实现了23%的复合增长，优于行业平均增速20个百分点，

逆势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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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布局积极运筹，新兴业务快速发展。秉持“绿色、智能、安全”的战略发展理念，

在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为产品发展方向上，布局符合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产品。本年度

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相继建成和启动，板块布局更加全面，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

了充足后劲。电动化方向上，自主投资成立富奥电动系统分公司，新增自主逆变器产品，是

一汽自主品牌红旗、奔腾的主力电动车平台的逆变器独家供应商；成立了富奥鑫创新能源电

池控股子公司，生产新能源铝合金电池壳体产品，是红旗、奔腾品牌电动车平台的电池下箱

体独家供应商。智能化方向上，建立智能化零部件资源，成立了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产

品覆盖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网联服务相关领域，具备国内智能化一流的产品技术和制造技

术，后续将成为公司在智能化发展方向上的主要力量，也是一汽集团在智能化领域方面的核

心供应商资源。轻量化方向上，积极布局铝制底盘部件资源，着力推动相关项目。 

3. 增收降本协同开展，全面提升发展质量。2019年，在客户降价、重点项目减产等诸多

经营压力下，不断寻找收入增长点，创造了收入历史最高纪录。加大实施订单管理力度，全

年获取订单135个，预计生命周期收入可达125亿元。加大市场开发推进力度，依托大众、解

放、红旗等市场，成功获取了一汽大众奥迪A3、丰田031D底盘、红旗E111双齿轮转向机等多

个战略性项目。在行业下行的情势下，积极开拓配套市场，上汽、北汽、东风、吉利等市场

均取得积极成果，获取了南北大众EA211 1.5T油泵、水泵、串联泵，北汽越野BJ80冷却系统，

吉利GK-1滑柱等多个订单；其中高端车型产品包括南北大众MEB新能源车电动水泵、上海大

众奥迪A7L散热器等。此外，重点识别优质客户，与华晨宝马、上汽红岩建立了良好的客户

关系。持续深入开展采购降成本、生产性降成本、质量提升、新项目成本优化工作，提高管

理效率与效益，全方位降本增效。 

4. 自主研发稳步提升，开发能力频获认可。“实现技术突破，具备自主开发能力，向同

步开发迈进”是公司“十三五”研发目标。近年来，两级研发着力夯实能力建设，实施研发机制

与模式变革，推进项目与市场深度融合，目前成效已逐步凸显，有力支撑了新市场开拓。一

方面，核心业务研发取得了丰硕成果，满足整车客户对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和同步开发的要

求。底盘事业部的正向开发能力已经获得国内外整车用户的高度认可，极大地满足整车客户

对轻量化和可靠性的要求；泵类事业部以其国际领先技术水平，参与国际竞标，取得大众集

团全球发包项目获取国际订单，并应整车要求开展墨西哥工厂建设；热事业部在三温区空调

开发领域也具备自主研发的高端水平。另一方面，新兴业务研发也屡获突破，为公司顺应汽

车“四化”发展趋势注入自主研发的创新动力。电动泵类以其技术优势取得大众MEB平台电动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水泵订单，铝合金轻量化传动轴、复合材料钢板弹簧、高强度紧固件等在轻量化和紧固技术

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储备。 

5. 国际化战略统筹推进，全球化布局未来可期。坚持开放合作理念，抓住汽车全球化发

展机遇，逐步完善国际化资源布局，海外订单项目、海外建厂、海外客户拓展及客户关系深

化均取得了积极成果。2019年新增北美、欧洲、俄罗斯海外询价项目12个。在北美市场，万

国、福特、佩卡、北极星、沃尔沃的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产品覆盖水泵、油泵、真空泵、

传动轴、散热器模块、减振器；在欧洲市场，积极开拓大众曼恩、宝马、达夫等新国际用户。

随着大众墨西哥和万国配套项目进行，墨西哥建厂按计划有序推进，为未来北美海外事业运

营奠定基础。俄罗斯传动轴合资项目工厂建设也在积极实施，充分利用传动轴配套卡玛斯经

验，进行本土化生产，俄罗斯市场的嘎斯、帕斯等OEM业务将得到相应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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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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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附件系统 1,031,397,844.01 228,782,561.93 22.18% 1.07% 16.26% 2.90% 

环境系统 1,557,600,221.30 213,218,576.64 13.69% 15.48% -4.31% -2.83% 

底盘系统 5,049,229,078.42 415,565,961.43 8.23% 54.56% 16.60% -2.68% 

紧固件及其他 1,521,951,019.86 355,478,226.58 23.36% 18.09% 20.2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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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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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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

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及变更前的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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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2户，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2户，分别为富奥汽车零部件销售（长春）有限公司和

富奥鑫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本公司出资新设富奥汽车零部件销售（长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立德。

注册地址：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南街777号。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进出口商品除外）；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 

本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新设富奥鑫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持股50.50%，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基忠。

注册地址：吉林省辽源市经济开发区财富大路1633号。经营范围：新能源车电池壳体及相关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研发、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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