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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3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8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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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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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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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尔股份 股票代码 30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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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颖 张艳 

办公地址 辽宁省阜新市经济开发区 E 路 55 号 辽宁省阜新市经济开发区 E 路 55 号 

传真 0418-3399170 0418-3399170 

电话 0418-3399169 0418-3399169 

电子信箱 zqb@fzb.com.cn zqb@fzb.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转向泵、齿轮泵、自动变速箱油泵、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电机、电液泵和无钥匙进入及启

动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转向泵产品型号众多，广泛适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和汽车发动机主机配套，也可应

用于售后服务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汽车转向泵”主要应用于汽车转向系统，属于汽车零部件范畴。 

2015年，汽车行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国家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行业总体实现了良好发展，但增幅比上年有所减缓。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技术在快速发展，未来汽车市

场、汽车产业会在市场、技术、产业、格局方面有重大转变。众多自主零部件企业都在积极谋求转型，重点培育新能源及智

能汽车零部件。2015年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种种变化离不开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的发展。而培育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关键零部

件也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被写进《中国制造2025》。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15年零部件工业报告》，也将培育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关键零部

件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报告称，一是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满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求。二是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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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国品牌市场份额。 

针对新能源汽车，公司开发了EHPS电液泵产品。同时也开发了变速箱油泵、EPS电机、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等汽车

电子产品，努力使公司逐步摆脱对现有主要产品的依赖，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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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94,569,353.38 674,476,088.29 2.98% 612,381,4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214,149.19 134,694,819.40 2.61% 131,077,9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953,832.36 125,091,657.80 7.08% 128,407,56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908,380.26 138,801,362.89 15.93% 130,129,858.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796 1.7959 -12.04% 1.7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796 1.7959 -12.04% 1.7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2% 19.53% -7.01% 22.0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880,689,334.98 1,082,515,943.92 73.73% 908,116,64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0,194,030.45 726,999,959.30 106.35% 621,975,966.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078,859.43 207,746,037.29 173,157,389.59 128,587,06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53,862.37 52,867,700.91 39,141,837.86 12,750,74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59,316.37 49,471,170.77 38,692,996.23 12,530,34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49,711.94 25,243,572.57 77,080,418.79 3,034,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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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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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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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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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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德尔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6% 37,260,150 37,260,150   

福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99% 15,991,500 15,991,500   

阜新鼎宏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1% 10,714,275 10,714,275   

复星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7% 4,669,500 4,669,500   

上海上汽福同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3,571,425 3,571,425   

上海磐石容银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1,066,125 1,066,125   

董云兰 境内自然人 0.61% 605,046 0   

通鼎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533,025 533,025   

上海德智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533,025 533,025   

上海翼勇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3% 426,450 426,450 质押 426,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博有限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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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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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汽车行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国家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行业总体实现了良好发展。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呈不同增长，增幅比上年有所减缓。2015

年，汽车产销同比增长3.25%和4.68%，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4.01个百分点和2.18个百分点。 

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积极部署，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推进项目建设实施进

度。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456.94万元，同比增长2.9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68,752.69万元，同比增长3.36%。 

在过去的一年中，公司加大了电液泵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EPS电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变速箱油泵技术及产业

化项目上的投资力度，并在上一年积累的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更深入的研究开发，反复试验验证，力争开发出更优质的产品，

增强了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1、电液泵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15年，国内客户项目，电液泵产品已有上汽大通等国内知名汽车厂的项目进入量

产阶段，另有四十余项新产品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国际客户项目，已进入小批试制阶段，并得到了客户的认可，预计2017

年下半年可以量产。 

2、EPS电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引进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后，应用到公司实际产品开发中，不断进行技术

优化、提高设计能力及产品性能。2015年，已成功为部分国内客户提供了样件并收到客户批产计划。另有多项电机研发项目

已向客户提供了样机进行测试，并得到客户的认可。 

3、变速箱油泵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变速箱油泵在研发过程中，各类产品进行了结构和流体情况的全方位仿真模拟

分析，研发出了高性能高可靠性的变速箱油泵。目前，已向上海汽车变速器、上汽乘用车、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国内著名

汽车企业批量或小批量供货。 

4、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PEPS产业化项目。目前传统汽车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已开发完成，项目已投产。已成功在

部分客户的新车型配套上市。纯电动汽车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目前正在开发，预计在2016年客户的纯电动车型上试装路试，

市场潜在需求空间较大。 

随着新项目研发工作的不断推进，提高了公司技术研发水平，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培养了一批具备自主设计、验证

及产品优化能力的研发精英人员。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及陆续试装和逐步批量化，提高了公司的硬件配套设施并提高了为客户

的配套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业务覆盖面，使公司逐步摆脱对单一产品的依赖并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的

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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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转向泵 649,582,637.87 381,177,468.01 41.32% 4.49% -0.5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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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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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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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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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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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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