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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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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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

金股利2.00元（含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209,073,2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

现金股利41,814,640.00元（含税），本年度不实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该方案尚需提交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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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能股份 60380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凡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二路288号   

电话 028-68351095   

电子信箱 bgs@cdhn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传动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包括同步器、离合器和差速器三

大系统，此外还涉及轨道交通传动系统，是国内唯一具备从铜合金原材料熔炼铸造到产品在线检

测全过程工艺能力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 DCT、AMT、MT、混合动力、纯电

动等传统动力汽车和新能源汽车，覆盖乘用车、商用车、工程机械车辆和轨道交通系统，主要配



套客户均为国内外知名整车厂或主机厂。产品主要配套车系有：奔驰、宝马、奥迪、大众、通用、

雷诺、福特、丰田、日产、上汽、一汽、吉利、比亚迪、长安、长城、重汽、陕汽、东风商用等。 

公司同步器系统产品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占公司业务的主导地位，主要产品包括同步器齿环

（铜质同步环、冲压钢环、精锻钢环、中间环）、齿套、齿毂、结合齿等。 

离合器和差速器系统产品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其中离合器系统主要产品为双离合变速

器（DCT）用支撑及主转毂，该产品主要配套吉利汽车以及欧洲奔驰、宝马和雷诺等车型；差速

器系统主要产品为行星齿轮、半轴齿轮、差速器壳体等，目前已具备自主设计、同步开发和生产

制造的能力，该业务处于高速成长阶段，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核心业务之一；轨道交通系统主要

产品是高铁齿轮箱用迷宫密封环，同时该产品还用于商用车缓速器，是公司业务发展的新尝试。 

（二）经营模式 

根据本公司的特点，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分为采购、生产、销售 3 个环节。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由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向供应商采

购，质量部负责原材料质量控制。公司建立了供应商评级制度，与重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保障了原材料供应。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的具体需求进行定量生产，产品直接销

售给客户。制造部根据销售部的月度销售计划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公司严格按照生产控制程序和

质量控制体系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销售模式为直接面向整车厂或主机厂进行销售，根据客户订单将相关产品配送到指

定仓库，公司开具发票后客户按照一定周期滚动付款。 

（1）国内销售。公司在整车厂或主机厂所在地附近设立中转仓库，或使用客户指定的中转仓

库，并按照客户要求对中转仓库实行安全库存管理，保证库存商品数量不低于最低安全保障量。

客户根据自身生产需要从中转仓库领用产品，公司与客户定期（通常为每月）对领用的数量进行

核对并确认，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商品名称、数量及金额确认销售收入并开具销售发票。 

（2）国外销售。公司根据与国外客户签订的合同安排产品出库并组织报关及物流运输，在产

品报关后确认销售收入并开具发票。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细分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

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更与汽车工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全球汽车行业概况  

汽车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现代化产业，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已发展成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由于汽车行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涉及面广、 技术要求高、综合

性强、零部件数量多、附加值大等特点，所以对工业结构升级和相关产业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全球汽车工业目前已经步入成熟期，总体产量和销量将保持平稳发展。 

2、中国汽车产业概况 

报告期内，我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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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了较大压力，下半年略有回暖，但全年同比销量仍下降。根据中国工信

部统计数据，2019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5%和

8.2%，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136 万辆和 2144.4 万辆，产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 9.2%和 9.6%；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36 万辆和 432.4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 1.9%，

销量下降 1.1%；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2 万辆和 120.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3%和 4.0%。 

3、汽车零部件行业概况 

汽车零部件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与汽车工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随着汽车技术

的进步、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整车制造企业逐步由传统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向以整车设计、

开发、生产为核心的专业化模式转变。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技术引进、降低成本、改善工艺、

提升品质等方式获得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整车生产企业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部分企业通过与国

际知名汽车公司和零部件公司采用技术合作等方式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逐渐融入全球汽车零部

件采购体系。 

4、公司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竞争地位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综合竞争优势，已在整车厂和主机厂中确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并发展

成为国内少数能同时为欧系、美系、日系及自主品牌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麦格纳战略合作伙

伴、大众（中国）A 级供应商、上汽变速器 A 级供应商，采埃孚优秀供应商，陕西法士特优秀供

应商、中国重汽金牌供应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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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475,113,143.11 2,440,895,867.85 1.40 2,232,183,216.66 

营业收入 927,702,487.88 930,241,258.00 -0.27 842,278,27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1,981,115.41 160,979,411.24 -24.23 149,886,7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3,715,741.54 149,939,192.68 -30.83 145,500,93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87,560,378.27 1,540,248,262.86 3.07 1,485,938,85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5,222,642.74 310,290,333.31 -24.19 208,064,46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834 0.7700 -24.23 1.82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34 0.7700 -24.23 1.8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3 10.70 减少2.87个百分点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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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13,209.59 197,814,828.59 199,707,898.03 281,466,55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409,239.78 23,835,320.30 23,616,258.64 36,120,29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012,452.19 17,842,375.86 20,366,602.04 30,494,31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595,849.89 51,920,372.59 72,938,855.58 56,767,5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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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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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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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朝东 11,200,000 39,200,000 18.75 39,2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应超 4,256,000 14,896,000 7.12 14,89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向星星 4,172,000 14,602,000 6.98 14,60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庭强 2,917,600 10,211,600 4.88 10,211,6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向朝明 2,240,000 7,840,000 3.75 7,84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少萍 1,936,368 6,777,288 3.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燕 1,762,100 6,064,100 2.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勇 1,705,520 5,969,320 2.86 5,88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贾登海 1,120,000 3,920,000 1.8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廖新民 -2,109,369 3,070,631 1.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向朝东与徐应超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星星为父女关系、

向朝东与杜庭强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朝明为兄弟关系；向朝东、

徐应超、向星星、杜庭强、向朝明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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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 927,702,487.88 元，同比减少 0.27%；营业成本 643,850,374.00 元，

同比增长 4.82%；净利润 127,189,159.35 元，同比减少 26.79%，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21,981,115.41 元，同比减少 24.23%；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5,222,642.74 元，

同比下降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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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的“41.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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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机械）、重庆豪



能兴富同步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豪能）、泸州豪能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豪能）

3 家子公司。 

详见本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