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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尊马汽车管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 2015年度报告全文（以下简称“年度报告”），投资者欲

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杨英 

电话：021-51343856 

电子邮箱：zunmayy@126.com 

办公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金海公路 6028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变动比例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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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66,601,477.25 53,500,551.17 24.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406,343.57 26,226,566.63 42.63% 

营业收入 107,946,388.65 86,323,773.72 25.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47,306.94 5,501,630.31 148.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359,828.86 5,353,988.29 13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21,200.73 2,281,768.49 20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7% 26.68% - 

基本每股权益（元/股） 0.95 0.42 12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42 126.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59 1.82 42.31% 

 

2.2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17,500 18.83% 2,734,250 5,451,750 37.7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  -  2,150,000 2,150,000 14.90% 

董事、监事、高管 237,500 1.65% 5,250 242,750 1.6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712,500 81.17% -2,734,250 8,978,250 62.2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1,000,000 76.23% -2,750,000 8,250,000 57.17% 

董事、监事、高管 712,500 4.94% 15,750 728,250 5.05%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4,430,000 100.00% -  14,430,000 100.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3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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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期初持股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

或冻

结的

股份

数 

1 夏祯兴 
境内自

然人 
5,500,000 -300,000 5,200,000 36.04% 4,125,000 1,075,000 - 

2 张健 
境内自

然人 
3,300,000 -180,000 3,120,000 21.62% 2,475,000 645,000 - 

3 胡吉明 
境内自

然人 
2,200,000 -120,000 2,080,000 14.41% 1,650,000 430,000 - 

4 张之延 
境内自

然人 
700,000 20,000 720,000 4.99% 540,000 180,000 - 

5 徐天安 
境内自

然人 
700,000 - 700,000 4.85% - 700,000 - 

6 严彩萍 
境内自

然人 
500,000 - 500,000 3.47% - 500,000 - 

7 丁维新 
境内自

然人 
300,000 - 300,000 2.08% - 300,000 - 

8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做市商 - 130,000 130,000 0.90% - 130,000 - 

9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 113,000 113,000 0.78% - 113,000 - 

10 米建伟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 100,000 - 

11 杨晴国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75,000 25,000 - 

12 徐盛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 100,000 - 

13 盛霞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 100,000 - 

14 姚洪波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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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期初持股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

或冻

结的

股份

数 

15 周常胜 
境内自

然人 
100,000 - 100,000 0.69% - 100,000 - 

合计  13,800,000 -337,000 13,463,000 93.28% 8,865,000 4,598,000 - 

前十名股东相互关系及持股变动情况：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报

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夏祯兴、张健、胡吉明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做市商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0 万股、18

万股、12 万股，合计 60 万股。 

2.4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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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商业模式 

本公司属于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生产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汽车发动机用焊管、无缝管和管类零配件。公司的主要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发动机燃油

供给系统、发动机冷却系统、排气系统中的各种不锈钢管件。公司主要通过直接销售

的方式，向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来获取收入，公司拥有 ISO/TS16949

认证、压力管道元件生产许可证（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已获得 1项发明专利技术、

21 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3 项已完成公示阶段处于审批阶段的发明专利、6 项非专利

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无重大变化。商业模式中的各项要素均未发生影响公

司经营的实质性变化。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报告期内业务收入持续增长，营业收入为

10,794.6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05%，市场培育取得成效，商业模式进一步明确；核

心自主技术及产品研发取得重要进展；人员结构逐渐合理；财务预算及风险管理制度

得到加强；公司初步建立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信息化的内部管理架构；公司多

年来重视技术和质量的努力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为持续的市场开拓和业务增长创造

了有利条件。 

2015年度内业务、产品或服务有关经营计划的实现及变化情况： 

财务数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乘用车发动机管类零配件为主，公司产品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10,794.64万元，比上年增长 25.05%；净利润 1,360.63万元，

比上年增长 154.20%。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660.15 万元，同比增

长 24.49%；净资产 3,748.45万元，同比增长 42.28%。 

研发创新及知识产权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共投入 569.70万元用于研发，同比上年增长 46.22%。公司对新

产品的研发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大力发展研发项目的同时，公司同样注重研发成果的

转换及产业化。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共申请了五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在 2015

年度内获得专利证书。 

项目及产品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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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发新项目产品，主要项目如下： 

公司根据主要客户的要求，研发出针对特定项目、特定车型的多款发动机高压油

轨用不锈钢管件。高压油轨的作用是存贮燃油，同时抑制由于高压泵供油和喷油器喷

油产生的压力波动，确保系统压力稳定。高压油轨用管要求较高的抗压性、耐腐蚀性

及稳定性；公司积极拓展卡车用不锈钢管类市场，2015年，公司通过小批量提供样件

的方式向卡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提供不锈钢管件，其规格多达数十种。主要应用于包括

卡车尾气处理系统、卡车发动机系统用管等项目。 

设备改造方面：公司通过购置新设备、改制原有设备的方式来优化产品工序、提

高工序产能、精度及合理配置生产人员等。主要新增设备包括全自动高速金属圆锯机、

半自动金属切割机、全自动去毛刺机等机器设备；主要涉及管材切割、管材去毛刺工

序。 

3.3 竞争优势分析 

（1）管理优势 

公司是集研发、制造、服务三位一体的新一代技术密集型生产企业。公司的研发

团队行业经验丰富，拥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公司的生产团队严格执行 ISO/TS16949

规范要求，为客户持续稳定地提供合格产品。公司的服务团队通过精选与培育供应商，

为公司提供稳定且成本可控的供料来源。此外，公司的管理团队严格按照 ISO/TS16949

对企业进行管控与规划，管理水平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技术优势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拥有 ISO/TS16949 认证、压力

管道元件生产许可证（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已获得 1 项发明专利、21 项实用新型

专利、3项已完成公示阶段处于审批阶段的发明专利技术、6项非专利技术。 

3.4 公司发展战略 

（1）企业发展：公司搭建了特种合金材料管件项目平台，以特种材料、特种要求

用管为发展方向，以尊马为组织、领导者，配合产业合作和财务伙伴，已经或将涉足

以下领域：汽车安全气囊用管、汽车轻量化材料。 

（2）为弥补金融活动能力不足的缺陷，管理层将积极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包括：

合理配置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在未来引进产业资本顾问；加强财务部门与管理层、

生产部门的横向沟通和决策。 

（3）合理有序扩张资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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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资本规模较小的劣势，管理层将积极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在未来根据企

业战略发展需要，合理有序吸收外部产业资本。 

（4）有序建立更多合作关系 

为应对上下游供销依赖问题，公司将在遵循市场规律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单一供

应商以及单一客户在总交易额中所占比例。     

3.5 2016年经营计划及目标 

2016年，中国汽车市场预计将会继续呈现小幅稳步增长态势，作为汽车发动机零

部件生产厂商，发展前景良好。根据市场环境、公司长远发展目标与现状，公司预计 

2016年营业总收入 10,000-12,000 万元。 

2016 年，公司将始终坚持“优质质量、优质产品、优质服务” 三位一体经营理

念，推动公司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全面完成 2016 年经营目标。公司将紧跟汽车零

部件厂商战略布局，降低制造费用，强化质量管理，增强体系反应能力，提升成本控

制能力；加强体系建设，重视过程控制，系统提升质量保证能力，发展新工艺，以制

造管理技术的应用为重点，提升生产制造技术能力；同时，完善研发流程，强化产品

和技术的自主导向，提升产品自主研发能力，形成竞争优势；强化风险预警机制，确

保健康平稳发展，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落实重点工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述经营计划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投资者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充分

理解经营计划和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估计、核算方法和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化。 

4.2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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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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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尊马汽车管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0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