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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董事：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职，

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同时，指导督

促公司经营管理层克服困难，加强公司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市场开发，

并推动公司未来战略转型升级，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现就公司董事会2016年

度的工作报告如下: 

一、2016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合并报表)  

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监督和指导经营层按照年初制定的年度预算指标和

经营计划指标，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深度拓展市

场开发；同时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要求的号召，节能减排，加大环保基础设施

投入，并在 2016 年度完成‘煤改燃’的环保改造工作，创造绿色的厂区环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8,783.85 万元，较 2015 年度 98,532.21 万

元同比上升 10.4%；营业利润为 16,119.73 万元，较 2015 年度 14,060.5 万元

同比上升 14.65%；利润总额为 18,075.94 万元，较 2015 年度 14,711.38 万元

同比上升 22.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731.5 万元，较 2015 年

度 12475.45 万元同比上升 26.10%。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56,706.36 万元，较 2016 年年初 141,953.92 万元同比增长 10.3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26,900.77 万元，较 2015 年度 112,870.8 万元同比

增长 12.43%。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类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 

股东大会 
2016年3月28日 2016年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2015年度 

股东大会 

年度 

股东大会 
2016年4月6日 2016年4月6日 巨潮资讯网 

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 

股东大会 
2016年10月27日 2016年10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 

股东大会 
2016年11月10日 2016年11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2、董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决议刊登的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会议决议刊登的 

信息披露日期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6年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3月11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6年3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3月15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016年4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4月22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2016年7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7月19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16年10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10月11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2016年10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年10月25日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

履行职责，全面执行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事项。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1、战略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2016年5月份，公司启动未来五年战略规划的制订工作，

历时近5个月时间，通过开展详尽的数据收集整理以及大量的实地调研，先后梳

理了公司所处内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合理判断所处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

充分结合公司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完成了公司未来五年战略规划的制订，为公司

未来5年的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提供健康稳定的发展基础。 

2、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在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在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进场前审

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的编制严格

执行了新的会计准则，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审计委员会与公司聘任的审计机构就公司的2016年年度报告审计过程进行

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沟通。主要包括事前沟通时，审计委员会要求审



计机构进场前编制详细的审计计划，明确审计周期；事中沟通时，审计委员会通

过与会计师的充分沟通，了解审计的具体情况；事后沟通，审计机构将公司的审

计报告（初步审计意见）提交审计委员会审查。在经历完整个审计过程后，审计

委员会筹备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出具了书面

意见，确认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的编制已严格执行了会计准则，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

审计委员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情况，对内审工作是

否按照年初制定的审计计划实施进行了核查，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监督和促进

了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同时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内控指导和监督职责，督

促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4次审计委员会会议。 

3、提名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均能够按照《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提出了合理

性建议，并对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认真进行了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1次提名委员会会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根据公司行业地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岗位、职责、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制定薪酬计划或方

案，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监

督公司薪酬制度的执行情况。对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调整发

表了意见。 

同时，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解锁对象名单进行

了审核，确认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达到解锁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2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 

（三）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的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于2016年4月20日完成2015年度权益分派：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总股本185,931,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37,134,131.60元，公司自2014年1月27日上市以来，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现金分红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近三年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未低于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公司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分红标准和比例符合公司

业务发展水平，决策程序规范完备，独立董事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审议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保障了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进公司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监管部门等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强化信息披露工作。促进公司

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互动关系、提升公司证券市场形象和提升投资者

关系管理水平等方面，实现了公司与股东和谐、共同发展。 

1、日常工作 

（1）认真做好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台的维护工作，及时回复投资

者的提问；进一步做好投资者来电的接听工作，并对电话问询情况进行梳理；妥

善安排投资者来访调研接待工作，及时做好调研内容的信息披露工作；积极做好

投资者关系档案管理工作。 

（2）进一步完善投资者关系平台，通过投资者热线电话、电子信箱、互动

平台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加强沟通，解答投资者的疑问。 

2、接待投资者调研的集体情况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5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6 月 06 日、

06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2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2017 年 1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天

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截至目前，公司尚在等待领取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五、2017年度展望 

2016 年，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国

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7 年是国家实施“十

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及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相关数据，截止 2015 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为 1.72 亿辆，

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44 亿辆，覆盖全国 10.4%的人口，36.7%的家庭。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

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持续为中国汽车市场增长提供驱动力。根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预测，2017 年中国汽车市场增速将达到 5%，从中长期看，为汽车工业

发展相配套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还有较稳定的发展空间。 

2017年，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

中的核心作用。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从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出发，勤勉履职，按照既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实施公司的

未来五年战略规划，不断规范公司治理，加强董事履职能力培训，注重集体决策，

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瞻性；加强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指导，

决策并优化公司战略规划，夯实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确保实现公司的可持续性

健康发展。 

根据公司未来五年战略规划分析，汽车零部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向着模块

化、专业化供应的方向发展，汽车控制的电子化、智能化、轻量化和节能环保将

成为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发展趋势。 

鹏翎股份的战略定位为“汽车零部件产业集团”。公司将立足转型升级，不

断拓展企业的成长空间，保持和提升公司的汽车一级核心供应商地位，在未来五

年中，稳步推进“1345”战略，即： 

 围绕一个中心，以汽车零部件产业经营为中心； 



 开拓三大业务领域：强化汽车流体管路核心业务，拓展汽车密封件业务，

选择进入汽车电子化、智能化业务； 

 建设（集团）总部四个能力平台：技术、人才、资本、管理平台； 

 实现五大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业务模式、研发模式、管理方式

的转变。 

未来，公司将以科技创造智能化、环保型的汽车生活为使命，以成为全球一

流的输送传导型、智能型、清凉环保型汽车零部件企业为愿景，以尊重客户、敬

畏制度、重视人才、诚信、创新为核心价值观，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员工实

现自我价值搭建平台。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