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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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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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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的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9,327,948.79元，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18,156,254.5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44,108,152.98元，扣除报告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133,839,040.80元，2020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471,440,806.44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223,065,068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3,839,040.80元（含税），占2020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74.63%。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明确。 

 

（3）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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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 6037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丽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电话 0574 – 8816 9136   

电子信箱 ir@gaofa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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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汽车变速操纵控制系统和加速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括汽车变速操纵系统总成、电子油门踏板、汽车拉索等三大类。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公司主要是作为整车制造商的一级配套商直接向其配套

供货。由于每一款汽车都有不同的技术规格，零部件供应商需要根据不同车型设计与之配套的零

部件，因此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订单组织设计与生产。公司已经形成

了产品研究开发、加工、产品组装、最终性能检测等在内的完整的业务流程。 

 

2、采购模式 

在采购环节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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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质

量保证能力、设备生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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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评级审核的供应商

才能列入下一年度合格供应商名单。 

 

3、销售模式 

作为国内三十多家整车厂的一级供应商，公司产品的销售方式以直销为主，另有较少部分的

产品销售给其他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凭借产品信誉，采用“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的销售方式不断

拓展新客户并不断扩大产品在已有客户中的销售份额。在售后服务方面，公司建立了在主要客户

所在地派驻售后技术人员的贴近客户的售后服务体系。 

 

（三）行业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国产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均呈现较大

下滑。2020 年下半年，在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复苏态势下，伴随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的持续带动，汽

车产销逐步趋暖。具体情况如下： 

 

1、汽车产销量降幅收窄 

报告期内，全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和 1.9%。其

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999.4 万辆和 2,017.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6.5%和 6%，乘用车产销量降幅

大于汽车总体，下降幅度较上年均有收窄。 

 

2、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售 774.9 万辆，同比下降 8.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8.4%，

占有率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各品牌车型价格继续下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加。  

 

具体情况：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523.1 万辆和 513.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18.7%。分车

型看，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477.8 万辆和 468.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9%和 21.7%；客车产销分别完

成 45.3 万辆和 44.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2%和 5.6%。 

 

3、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36.7 万辆，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0.9%。

分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0.5 万辆和 111.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4%和 11.6%；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 万辆和 25.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5%和 8.4%；燃料电池汽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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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均完成 0.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7.5%和 56.8%。 

 

4、个性化、舒适性消费需求提升 

在改善性、强制性报废及个性化购车需求驱动下， SUV、豪华车和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细分

市场增长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汽车消费升级趋势将会越发明显。人们更加关注品牌和高颜值，更

加注重空间的舒适性和操纵便利性，更多个性化车型进入消费视野。电子档车型消费比重日益提

高，豪华车市场消费需求也稳步高速增长。甚至作为生产资料的商用车，其新产品设计理念亦呈

现“乘用化”趋势，更加关注内饰品质以及操纵便利性和乘坐舒适性。 

 

5、汽车行业面临变局 

政策方面，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降低、汽车企业合资股比提高等政策陆续出台加速行业更

新换代；供给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兴造车企业甚至各行业龙头开始或跨界布局整车制造业，依托

其大数据、物联网的优势、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成为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市场的“潜力股”；

需求方面，终端市场格局发生分化，市场竞争进入“争食存量蛋糕”为主的阶段，优胜劣汰成为这一

新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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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261,983,128.11 2,172,263,537.55 4.13 2,253,989,574.68 

营业收入 891,428,384.14 944,059,343.24 -5.57 1,289,024,39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327,948.79 178,282,959.31 0.59 215,099,60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268,861.35 150,888,803.18 8.87 172,382,70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9,241,872.33 1,853,752,964.34 2.99 1,908,151,26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935,691.51 330,937,199.41 -46.53 246,353,88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78 2.56 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78 2.56 1.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9.40 
增加0.19个

百分点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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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46,868.60 221,572,193.39 232,200,476.21 267,608,84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98,122.23 48,497,046.75 50,315,969.20 44,516,8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142,835.44 42,972,850.32 47,698,377.90 40,454,79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7,488.24 64,568,348.52 21,876,079.36 88,143,775.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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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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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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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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0 83,790,000 37.5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11,620,000 5.21  未知  国有法人 

钱高法 0 10,956,400 4.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耀 0 9,739,100 4.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年 0 9,739,100 4.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89,646 5,411,359 2.43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70,900 5,190,922 2.33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126,200 4,126,200 1.85  未知  未知 

欧林敏 -200,023 3,788,866 1.7  未知  未知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0 3,271,877 1.47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国年、钱国耀为父子关

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弟关系；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为钱高法、

钱国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分别持有高

发控股 36%、32%、32%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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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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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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89,142.84 万元，同比下降 5.57%；营业利润 20,825.69 万元，同比下降 1.89%；净利润

为 17,932.79万元，同比增加 0.32%；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932.79万元，同比增加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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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693.57 万元，同比减少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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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已结算未完工的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执行新收入

准则 

预收款项 -1,911,732.56 -1,911,732.56 

合同负债 1,691,798.73 1,691,798.73 

其他流动负债 219,933.83 219,933.83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1,852,089.04 -1,852,089.04 

合同负债 1,639,016.85 1,639,016.85 

其他流动负债 213,072.19 213,072.19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 2020 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16,827,943.43 16,827,943.43 

销售费用 -16,827,943.43 -16,827,9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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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

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

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

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适用于按照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租金减免、

延期支付等租金减让。该规定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按照本规定采用简化方法的，可以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本规定进行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

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1,911,732.56  -1,911,732.56  -1,911,732.56 

合同负债  1,691,798.73 1,691,798.73  1,691,798.73 

其他流动负债  219,933.83 219,933.83  219,9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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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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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宁波高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机械”） 

宝鸡高发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高发”） 

宁波高发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软件”）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钱高法 

2021 年 4 月 16 日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1,911,732.56  -1,911,732.56  -1,911,732.56 

合同负债  1,691,798.73 1,691,798.73  1,691,798.73 

其他流动负债  219,933.83 219,933.83  219,93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