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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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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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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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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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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腾龙股份 6031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义 蒋达锋 

电话 0519-69690275 0519-69690275 

传真 0519-69690996 0519-6969099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ztl.cn securities@cztl.cn 

 



1.6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合并口径为

94,710,455.22 元。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58,991,160.1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46,527,533.90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5,899,116.02 元后，母公司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199,619,578.07 元。公司拟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2.5 元（含税）。同时，公司拟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本预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本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热交换系统管路，尤其是汽车空调管路、汽车

热交换系统连接硬管、热交换系统附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同时公司积极涉足

节能环保类汽车零部件产品领域。公司主导产品包括汽车空调管路、热交换系统连接硬管和热交

换系统附件、EGR（汽车废气再循环）产品、汽车用轻合金材料、汽车用传感器等产品。公司主要

客户包括神龙汽车、东风本田、广州本田、沃尔沃、上汽通用五菱等多家国内外主要的汽车整车

制造企业及法雷奥、马勒贝洱、伟世通等系统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为“按订单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汽

车零部件企业的主要生产模式。公司在接到客户订单后，从生产计划编制、生产过程控制、制造

过程质量控制、产品入库等多个环节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确保按客户的要求的数量和质量生产

出合格的产品，多年来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生产管理体系和完整的生产业务流程。2、采

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含外协产品）采购流程分为供应商选择和评价、采购、检验入库三个主要

阶段。公司制定了《供方选择和评价控制程序》、《采购控制程序》和《仓库管理制度》对供应商

的选择和评价、采购控制、仓库管理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在对

供应商的选择从技术研发、质量保证、设备生产、成本控制等多方面进行考核。公司对通过考核

的供应商建立合格供应商目录。每个年度，公司对供应商进行年度评定，审核评级以确定是否能

进入下一年度合格供应商名单。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汽车主机厂和系统供应商，

公司绝大部分热交换系统管路产品的销售模式为直销（即 OEM整车配套），这也是汽车零部件企业

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公司获取客户新项目的流程是：客户评价—进入客户的供应商名单—客户

询价—准备报价—商务核价—提交价格—中标—签署开发合同。产品开发完成后，公司直接面向

客户销售产品。在售后服务方面，公司在主要客户所在地派驻售后技术人员，贴近客户提供售后

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行业情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基本与汽车行业同步，而汽车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产

业政策导向的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汽车行业增速出现了波动。总体来

看，报告期内，有以下特征： 1、产销总体平稳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我国全年累计生产汽车

2450.33万辆，同比增长 3.25％，销售汽车 2459.76万辆，同比增长 4.68％，总体呈现平稳增长



态势，产销同比增长率较 2014年分别下降了 4.05和 1.92个百分点。 2、乘用车增速明显高于汽

车行业总体增速。公司的产品主要配套于乘用车市场，2015 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07.94 万

辆和 2,114.63 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 5.8%和 7.3%，增速高于汽车总体 2.5 和 2.6 个百分点。

3、从全年乘用车销售情况来看，四季度产销量增长明显，6～8 月销量低于同期，10 月份后迅猛

增长。全年汽车行业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特征。 4、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但行业占比仍较

低。2015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340471辆，销售 331092 辆，同比分别增长 3.3倍和 3.4倍。其中纯

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4633辆和 247482辆，同比分别增长 4.2倍和 4.5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85838 辆和 83610 辆，同比增长 1.9 倍和 1.8倍。公司目前已经有部分产品配套

于新能源汽车。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951,254,560.14 581,232,044.31 63.66 496,152,079.25 

营业收入 624,525,819.61 552,441,384.52 13.05 448,500,47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834,637.45 89,315,692.14 3.94 69,420,76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7,295,372.34 88,507,275.76 -1.37 67,949,76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7,452,592.98 346,504,429.17 124.37 277,411,18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022,394.36 113,913,998.14 -20.97 44,266,501.67 

期末总股本 106,670,000.00 80,000,000.00 33.34 80,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3 1.12 -16.96 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3 1.12 -16.96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36 29.26 减少14.9个百分点 28.57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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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84,017.86 159,159,649.77 137,038,851.55 158,443,30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25,614,852.53 25,973,910.8 15,743,657.09 25,502,217.03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008,101.44 23,087,754.27 13,750,160.66 26,449,35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365,481.28 -8,775,785.64 25,965,747.70 40,466,951.02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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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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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龙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54,400,000 51.00 54,400,000 质押 11,07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福慧（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18.75 20,000,000 质押 17,700,000 境外

法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安

盈京朋一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666,537 2,666,537 2.50   未知   其他 

常州智联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2,400,000 2.25 2,4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常州国信现代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600,000 1.69 1,6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常州鑫盛富茂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1,600,000 1.6 1,6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周世坚 1,468,243 1,468,243 1.38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中信

建投乾坤 2号资

产管理计划 

360,000 360,000 0.34   未知   其他 

何小洪 240,100 240,100 0.23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刘伟 230,000 230,000 0.22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真之弟蒋学

成、实际控制人董晓燕之弟董亮为常州鑫盛富茂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     

2、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62,452.58 万元，同比增加 13.05 %；营业利润为 11,403.46 万元，

同比增加 1.89  %；净利润为 9,471.05 万元，同比增加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9,283.46 万元，同比增加 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002.24 万元，同比减少

20.97%。 报告期内，国内汽车行业产、销量分别达到 2,450.33 万辆和 2,459.76 万辆，同比增长 

3.25%和 4.68 %。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5.78%和 7.30 %，商用车产销量同比下降 9.97%

和 8.97%。2015 年，公司主要产品汽车热交换系统管路及附件实现销售 51707.97 万元，同比增长

8.16%，汽车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零件、传感器、汽车用轻合金材料实现销售 8828.11 万元，同比

增长 43.22%。2015 年，公司主要国内销售 45015.03 万元，同比增长 12.03%；出口销售 15521.05

万元，同比增长 12.54%。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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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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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 8 家，详见《2015 年年



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