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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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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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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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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翎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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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魏泉胜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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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2-63267817 

电话 022-63267828 

电子信箱 weiquansheng@pengling.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以自主创新、产品研发为基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流体管

路和汽车密封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较早从事汽车管路产品和汽车密封件产品研发和制

造的供应商。公司积累了30多年的汽车流体管路与汽车密封件原材料配方设计与工艺制造经验。 

公司现有2大系列产品，即汽车流体管路产品和汽车密封件产品。 

汽车流体管路共有九大类产品：汽车冷却管路总成、汽车燃油管路总成、汽车空调管路总成、汽车油

气管路总成、变速箱油冷却管路总成、汽车涡轮增压管路总成、汽车真空制动管路总成、汽车天窗排水管

路、汽车模压管路总成。产品涵盖整个汽车管路系统。流体管路产品情况如下图： 

 
汽车密封件产品主要包括：汽车整车密封条，包括门框密封条、窗框密封条、车门内外水切、前后挡

风玻璃密封条、发动机舱密封条、行李箱密封条、天窗密封条、车顶饰条。密封件产品如下图：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在汽车主机配套市场，公司为汽车厂商、整车动力总成厂家供应汽车流体管路和汽车密封部件，公司

为主机厂一级供应商，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与国内外客户洽谈合作意向，在向客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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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供应产品之前，要经过多项客户认证程序，通过认证进入配套体系后公司通常能够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公司主要通过每年与客户进行供应商年度合同谈判，确定当年向客户的供货比例，每年签订

一次框架销售合同，以销定产。 

2、采购模式  

公司具有长期稳定的供应商体系，与供应商签署长期的采购框架协议。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控制

程序》、《采购过程控制程序》、《采购产品验证控制程序》等制度对采购过程实施有效管理，一方面严

格按照采购制度规定进行采购商务谈判，另一方面通过ERP系统下发采购订单，通过电子系统跟踪采购物

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从原材料采购的中间环节来看，公司原材料采购分为直接采购和代理采购

两种方式：在两种采购模式下均由原材料生产商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公司根据ERP需求订单安排原

材料采购，依据质量管理体系中供应商管理要求对供应商资质认证、原材料验证试用等一系列程序，遴选

行业内优质供应商。同时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协议确定原材料规格型号、价格、质量、供货

时间和产品包装等，确保公司生产制造所需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 

3、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框架销售合同，公司生产管路部门制定年度生产

计划，同时根据顾客实际需求制定N+3生产计划并按计划进行生产，以满足客户需求。在生产过程中，首

先公司注重按照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与整车厂之间的模块化、系统化配套趋势，加强对产品的模块化生产

管理，其次，公司导入先进的ERP管理系统，依据制造过程中原材料和产品规格多样、品种丰富和批量不

同的特点，持续推进精益生产模式，形成公司特有的柔性生产模式，能够满足国内外主机市场的订单要求。

最后，公司严格贯彻执行质量体系关于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从产品的试生产、批量生产、总装、检验、

出货、交付均能满足客户对质量的需求。 

（三）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状况与下游汽车行业

紧密相关。 

1.汽车行业发展概况 

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万辆和 万辆，连续2年负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分析，

2019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期，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滑。受宏观经济

增速回落、中美贸易摩擦、购置税优惠政策全面退出等因素的影响，行业短期内仍面临较大的压力。对比

传统汽车行业的寒冬，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

127.00万辆和125.6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9.90%和61.70%。 

2019年度，热销轿车为日系德系、热销SUV仍是自主品牌。2019年全年轿车和SUV销量前三车型分

别为新朗逸、轩逸、卡罗拉和哈弗H6、博越、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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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热销车型的主机厂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日产、广汽本田、长城汽车、长安汽车等

均为公司的重要客户，上述汽车主机厂持续稳定的销量，为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发展状况  

汽车零部件是实现汽车强国的关键，产业政策方面，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汽车零部件做大做

强的政策体系。通过宏观、财税、研发支持、关键技术引导等多层次支持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 

（1）、国家层面：逐步形成支持零部件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 

2019年12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了《机动车零部件再制造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鼓励机动车整车生产企业通过售后服务体系回收旧机动车零部件用于再制造，但是重点强调再

制造企业生产规范，制造质量要符合规范，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2）、地方层面：结合地方产业特点，多渠道支持零部件技术进步 

各地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合地方产业特点，发布相关行动方案，助

推零部件制造业向智能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重点支持技术创新。 

2019年4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2019—2022年）》，方案指

出：依托现有制造业发展基础，加快补链成群步伐，巩固提升智能产业、汽车摩托车产业两大支柱产业集

群，推动支柱产业向高端迈进。 

政策频频落地，助推行业健康发展。从2019年国家发布的各项政策举措来看，多政策陆续出台将汽车

行业更快的推向规范化、体系化方向发展，这也促使汽车零部件企业发展朝向平台化和专业化。政策导向

更多的依然是新能源领域，特别是动力电池方向。此外，智能制造也逐步发展开来，引导零部件企业更快

的转型升级。一系列汽车产业政策的发布，无疑对零部件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先进技术将是

汽车零部件企业立稳之本。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主营业务，经过30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流体管路龙头企业，

产品涵盖整个汽车管路系统。主营产品汽车流体管路综合销量连续多年位居行业第一。在细分领域，公司

与国际知名汽车流体管路企业并驾齐驱，同时凭借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不断扩大公司产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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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优势，加快进口替代的进程。通过并购河北新欧，公司形成“流体管路+密封部件”双主业协同发展的

格局，公司将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份额，将公司打造成“国内

输送、密封、智能环保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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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992,154.32 1,458,218,970.85 9.79% 1,142,786,76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6,022,553.13 118,315,411.07 14.97% 119,254,7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82,589.30 64,378,820.26 -74.09% 100,381,05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4,899,776.71 -21,929,247.98 760.76% 128,843,11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3 -33.33%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3 -33.33%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7.46% -0.68% 8.8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979,521,934.30 2,747,609,193.03 8.44% 1,869,047,2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37,437,633.91 1,602,673,765.79 39.61% 1,594,931,3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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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164,703.77 360,728,858.75 367,115,054.90 485,983,53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877,774.28 21,297,171.85 18,616,653.92 69,230,95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18,177.29 19,723,397.22 16,885,894.65 -45,444,87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903,345.07 25,434,365.08 71,901,625.01 -29,339,5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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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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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起 
境内自然

人 
29.34% 219,699,974 164,774,980   

河北新华欧

亚汽配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79% 80,798,004 80,798,004   

清河县新欧

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0% 23,940,149 23,940,149   

解东泰 
境内自然
人 

2.00% 14,962,593 14,962,593   

张青 
境内自然

人 
1.98% 14,810,201    

王泽祥 
境内自然

人 
1.93% 14,423,511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

信托·恒利丰

22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 11,925,306    

刘世菊 
境内自然
人 

1.44% 11,049,109    

天津金镒泰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 7,794,117 7,794,117   

张宝海 境外法人 0.82% 6,16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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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洪起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与其他股东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2、新华欧亚、清河新欧、解东泰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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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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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度，国内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7.5%和8.2%；2018年、2019年连续2年负增长，但是仍然蝉联全球第一。受

补贴大幅下滑的影响，2019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

4.0%。 

面对汽车行业持续的下行压力，国家先后发布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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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和《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进一步推动汽车消费提升。同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坚定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公司战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并购河

北新欧，公司形成“汽车流体管路+汽车密封部件”协同发展的格局。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099.22万元，同比增长9.79%；营业利润17,612.01万元，同比增

加15.9% ；利润总额17,685.99 万元，同比增长1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602.26万

元，同比增长14.97%；公司总资产297,952.19万元，比期初增长8.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3,743.76万元，比期初增长39.61%。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继续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并完成配套募集资金 

（1）公司于2019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欧亚集团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98号），2019年4月3日，河北新欧领取

了河北省清河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347681443433）。本

次交易对手方解东泰、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清河县新欧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合计

持有的河北新欧49%的股权已变更登记至鹏翎股份名下，鹏翎股份持有河北新欧100%的股权。 

（2）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98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天津金镒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王泽

祥、长和锦绣560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3名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499,998股，并于2019年

1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聚焦客户，重点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流体管路事业部： 

报告期内，继续发挥新产品市场推广职能，共组织进行了多次对客户的推广活动，提高产品在客户的

认可度和了解度。按照公司发展战略，做好客户聚焦和产品聚焦的工作，持续强化重点客户及重点类型产

品的资源配置和竞标开发工作，并对新能源汽车产品进行重点推广及市场开发。根据2019年的经营指标，

完成拟定相关的激励制度，提高营销系统业务开拓的积极性。通过公司上述措施的实施，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开发了一汽大众、上汽大众、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东风日产、一汽红旗、吉利汽车、上汽通用五菱、

长安汽车、广汽本田、东风本田、北京现代等客户相关车型产品，累计获得新产品定点778种，覆盖了公

司所有类型产品，依据客户预测，新定点产品在生命周期内销售额预计可达到约31亿元。其中，公司重点

开发的涡轮增压管路及空调管路取得定点25种，生命周期内预测销售额约为5.4亿元。在新能源汽车产品

方面，主要开发了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比亚迪汽车、东风本田、广汽本田、长城汽车、一汽红旗、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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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一汽轿车、小鹏汽车等客户的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车型和宁德时代、比亚迪电池包冷却

管路产品，共计取得新产品定点408种，生命周期内预测销售额约为8.6亿元。新能源车产品定点开发比例

从2018年的4.5%上涨到27.7%，为公司后续的稳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密封件事业部： 

报告期内，密封件事业部重点聚焦在合资车、外资车、新能源车和SUV车型上，对这些客户进行主动

出击、走访，并且从中调整营销政策，对外资、合资车的业务定点、新车型开发，都给予倾斜的政策奖励，

引导营销人员关注这些客户和车型，经过努力，郑州日产、长春丰越（丰田）、国能新能源客户相继通地

了审核并获得了产品开发。 

3、依据公司发展战略，聚焦产品开发 

流体管路事业部： 

报告期内，流体管路事业部在配方及工艺研发方面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30种新材料，新配

方、新工艺结构的特种橡胶管路的研发工作，特别是在新型制冷剂R1234yf以及R744空调管路取得了创新

性的阶段成果，均通过了德国三方实验室的试验，为后续得到客户认可和新项目定点奠定了基础；国六新

型发动机燃油管、加油管以及底盘尼龙燃油管研发完成得到大众、奥迪、长城、上汽、长安等客户的认可

并批量供货；新能源车电池包内和电池包外冷却水管开发储备完成，给大众，比亚迪等客户小批量供货；

汽车进气系统管路，包括塑料和橡胶管路均得到了大众，长城等客户的认可，并批量供货。 

报告期内，公司流体管路事业部在新产品项目开发方面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批量转产项目137

个，批量转产产品450种，预计产品生命周期内产值可达约22亿；正在开发的新项目192个，正在开发新

产品831种，包含正在开发的新能源车型产品276种。 

其中重点开发项目完成如下： 

产品种类 开发车型 开发数量 重点客户 

汽车冷却管路产品 B级SUV、Golf 8、领克 、

A30平台 

340种 一汽大众、吉利汽车、长城汽车 

汽车发动机燃油管路

产品 

EA888国6发动机燃油管 

B30平台燃油管 

82种 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长城汽车 

汽车加油燃油管路产品 长安CS75、宝骏530 15种 长安汽车、五菱汽车 

汽车底盘燃油管路产品 标志208 6种 神龙汽车 

汽车进气系统产品-塑
料管路（吹塑/注塑） 

Golf 8、哈佛H6 15种 一汽大众、长城汽车 

汽车进气系统产品-橡
胶管路（挤出/缠布） 

B30平台，Audi Q3 15种 长城汽车、宁波均胜 

汽车真空管路产品 博越、领克01 11种 吉利汽车 

汽车变速箱油冷管路 长城油冷管、V3 12种 长城汽车、华晨汽车 

汽车天窗排水管路系统 雷凌、卡罗拉、A/B30

平台 

56种 丰田汽车、长城汽车 

新能源车管路 MEB平台、CBEV、汉电动

车、 

276种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比亚迪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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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事业部： 

报告期内，密封件事业部在新产品项目开发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批量转产项目 8 个，批量

转产产品数量 49 种，预计产品生命周期内产值可达约9.6亿；正在开发新项目 35个，正在开发新产品数

量 258种，包含正在开发的新能源车型产品 17 种。 

其中重点开发项目完成如下： 

产品种类 开发车型 开发数量 重点客户 

密封件系统 丰田卡罗拉、丰田RAV4、

F202、HS5、HS7、F517、
CS75PLUS、E513 

49种 丰田、一汽红旗、长安、东风小康 

4、推进新能源产品开发 

流体管路事业部： 

流体管路事业部主要开发了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一汽丰田、广州本田、比亚迪汽车、长城汽车、北

京现代、宝沃汽车等客户。涉及的新能源车型上产品总计开发354种，预计生命周期内累计实现销售约7

亿元。其中168种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包括：Audi A6混动、卡罗拉、雷凌、比亚迪商、唐改款，186

种产品处于产品开发和小批量制作阶段，包括：大众MEB电动车、丰田CHR、奕泽、比亚迪汉、唐。此外，

对于新能源车对于电池包冷却系统的管路自主开发取得了突破，正在与比亚迪电池事业部、宁德时代沟通

接洽，跟进具体项目 

密封件事业部： 

密封件事业部在新能源车型开发上多方甄别，目前已经量产的有小鹏汽车；已获得的新能源车型有一

汽红旗的E115电动车、国能新能源的L113电动车、野马的C10E电动车（固有）；另外浙江零跑也通了相

关审核，新品正在技术交流。 

此外，公司与国内某氢能源汽车厂家的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该氢能源车型的整车密封条项目

定点给公司密封件事业部。 

5、推进精益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 

流体管路事业部： 

面对日益激烈竞争的市场，产品质量、成本、交期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法宝。公司产品从材料采购到交

货、客户使用评价均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针对一般企业管理中容易出现的交货延期、质量不稳定、资金

占用大、生产效率较低、成本高等不良现象，公司通过阿米巴的经营管理模式，并在工厂积极推进精益生

产管理，专门成立了精益生产管理整治小组，从管理、指挥、调度、协调等多方全面地优化质量管理体系；

完善标准化工艺流程，加强绩效考核，不仅实现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双提高，同时还有效降低了产品生

产成本。 

密封件事业部： 

围绕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来展开，比较大的项目有1人4机项目、喷涂系统改善优化项目、标准作业提

额降本、压缩库存量、优化岗位、模具保全优化、料头精减、合格率提升等，2019年累计节约成本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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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一步在精益生产方面，计划在及时化生产、信息化管理、设备自动化上进行拓展。进一步推广完善

单件流作业、做好4M变化点管控、推行分层管理、完善体系文件流程梳理工作，确保经营指标、产品质量

的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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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发动机附

件系统软管及
总成 

849,877,237.17 674,122,595.14 20.68% -16.62% -16.37% -0.23% 

EPDM 336,936,977.29 216,762,151.36 35.67% 259.53% 250.4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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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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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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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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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河北新欧领取了河北省清河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的《营业执照》，公司持有河北新欧 100%

的股权。自 2019 年 4 月起，公司对河北新欧实现 100%合并。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洪起    

2020 年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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