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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149            证券简称：天阳精密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惠州天阳精密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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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郭刘军 

电话:0752-2090151 

电子信箱:871149@techwin.cn 

办公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五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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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30,754,425.32 83,696,271.41 56.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841,122.88 14,701,614.20 327.44% 

营业收入 105,473,073.48 86,753,872.99 21.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3,983.22 863,658.35 99.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313,837.40 256,357.02 41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5,256.15 69,721.0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20% 6.3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20% 1.8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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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05 1.30 -19.23%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 -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 -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3,500,000  100.00% 60,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500,000 100.00% 40,350,000 67.25% 

董事、监事、高管 13,500,000 100.00% 45,800,000 76.33%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13,500,000 - 60,000,000 - 

股东总数 7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除外）。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股东性质 期初持股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

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 

1 毛益华 境内自然人 10,800,000 21,150,000 31,950,000 53.25% 31,950,000 - 0 

2 黄志敏 境内自然人 2,700,000 5,700,000 8,400,000 14.00% 8,400,000 - 0 

3 丁锋 境内自然人 - 5,450,000 5,450,000 9.08% 5,450,000 - 0 

4 翁勤学 境内自然人 - 1,200,000 1,200,000 2.00% 1,200,000 - 0 

5 天阳共创 
境内非国有

法人 
- 5,000,000 5,000,000 8.34% 5,000,000 - 0 

6 天阳共荣 
境内非国有

法人 
- 5,000,000 5,000,000 8.33% 5,000,000 - 0 

7 天阳共富 
境内非国有

法人 
- 3,000,000 3,000,000 5.00% 3,000,000 - 0 

合计 13,500,000 46,500,000 60,000,000 100.00% 60,000,000 0 0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人、境外自

然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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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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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长期发展战略与年度经营计划,整合内外资源、储备优质人才、优化公司

治理、发展核心业务。 

3.1.1 公司业务、产品或服务有关经营计划的实现情况 

公司管理层坚持不断发展和强化主营业务，实现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 105,473,073.48 元，

比上年度增长 21.58%，净利润 1,723,983.22 元，比上年度增长 99.61%，净资产 62,841,122.88

元，同比增长 327.44%。 

公司努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单位产品能耗，提升产品品质。公司继续拓展

汽车电子塑胶模具和塑胶制品的市场，将公司产品延伸到其他汽车零件领域，同时大力开拓智能

家居终端产品市场，积极发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策略，现已初见成效。公司在巩固技术、

品质、品牌及市场份额方面的基础上，逐步由资源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由粗放经营转向精细经营，

由产品导向转向巿场导向的战略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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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位于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事处观田村 M-007 号地的新工业园区——“天阳智慧产

业园”主架构已封顶，在报告期内完成 87%的施工，为公司设备的升级和产能的扩充打下坚实的

基础。 

3.1.2 公司管理情况 

公司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形成一系列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贯彻规范化、制度化、人性化管理原则，完善了人才培养计划、绩效考核制度、员工薪酬制

度、财务管理制度、员工手册等内控制度，使得组织内部高效运作，不断提升员工向心力，为公

司快速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公司管理逐渐步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3.2 竞争优势分析 

公司主要与专以精密塑胶制品和模具为主业的同类厂商有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公司通过长期

耕耘于塑胶模具和塑胶制品领域，已建立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与销售团队，相对同业务

的竞争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化优势。 

3.2.1 公司的自身竞争优势如下： 

客户资源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行业内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公

司已与国内外各领域的众多知名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优质的客户资源保证了公司持

续稳定的发展。公司与韩国 LG 合作 13 年，作为惠州 LG 注塑件的最大供应商，历年来公司多次被

惠州 LG 评为战略合作供应商、综合优秀供应商。 

技术优势：公司目前拥有 10 项专利，2 项软件著作权，在塑胶模具及塑胶制品开发制造领域

处于行业优势地位。目前公司的模具技术优势是公司产品在外观表面、高光强度、重要结构件的

平整度和高低温状态下的应力反应等技术指标上均能达到行业较高水平。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

情况下，下游产业对公司产品的外观、强度、变形度和尺寸精度要求很高，还有很多客户特定的

要求。要达到上述要求的核心技术是模具精加工及模具量产稳定性、热流道系统应用技术和注塑

技术整合以及前后模区域多点分列温差控制等技术。这些核心技术公司目前已经掌握并有多年的

经验积累。其中，模具技术优势：公司是国内最早使用平面设计转 3D 编程同步加工的公司之一，

在 CAD/CAM/CAE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应用上有较强的实力。公司也是最早运用热流道技术、蒸

汽技术、等离子快速加热升温降温技术和 E-MCO 技术的公司，这些先进技术为公司注塑生产提供

了先机和保证。注塑工艺及技术优势：注塑生产的工艺流程行业内各公司基本相似，从原材料准

备、模具安装、烘料到调试，均需要通过压力、速度和温度的调节，从而保证生产过程能达到最

优状态。公司在遵循标准工艺流程的前提下，自主研发了生产改良工艺，在模具生产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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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自行的工艺标准。高标准要求使得公司在高光无痕注塑产品的生产直通率等指标上优于同行

企业。高光无痕技术的应用生产，使得公司在行业内最早获得省科技项目的认定和验收。 

设备优势：模具是现代工业精益生产的基础设备，模具的品质直接决定了其加工出来零部件

的精度、稳定性和耐用性。目前公司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加工和检测设备，包括精良注塑机

100 多台，机械手 100 台，及各类模具制造的精密进口设备，先进的检验和测量设备及配套的后

加工喷油、丝印、镭雕等系列精密设备。具体先进设备包括：日本森机 MORI-SEIK 高速加工中心、

瑞士夏米尔镜面火花机、日本数控放电加工火花机、日本 SODIC 慢走丝线切割机、非接触式影像

检测仪、意大利激光雕刻机、日本东芝和中国海天注塑机等。上述先进设备为公司产品质量和生

产效率提供了有力保证。公司在导入精良的进口设备后会根据产品的特点做细微的改进，使设备

和模具配合度最优化。对于高精度要求的多腔尺寸结构件生产设备，在其注塑过程中，公司通过

调节平衡使得密度、温度、变形度一致性。在高光无痕注塑设备上，公司运用标准设备在关键部

件上的改良，并结合原材料特性以及模具腔内保压泄压的技术工艺，保证了产品表面高光及硬度

的一致性。  

管理和人才优势：公司管理层多年从事本行业的管理工作，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主

要经营环节的管理人员都拥有超过十年以上模具和注塑行业的技术或管理经验。公司的管理团队

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塑料模具开发和注塑件生产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为公司科学管

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致力于推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QS1496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多次被下游重大客户评为“优秀供

应商”。同时，公司还通过长期的培育和积聚，建立了一支素质高、专业化强的售后服务团队，

积累了现场解决与处理各种问题的丰富经验，售后服务人员还能随时了解客户新意见，迅速向技

术部门反馈，以作为产品改进的基础信息，提升客户粘度。公司管理层将引领企业有效把握行业

发展方向，紧跟市场步伐，抓住市场机遇，并最终取得优秀的经营业绩。 

3.2.2 公司的自身竞争劣势如下： 

规模相对较小：与国内大多数同行业企业相比，公司的生产能力、资产规模在塑料模具行业

中总体处于中上游水平，但与国内外知名模具企业相比，公司产能规模仍然较小。公司现有的设

备无法完全适应技术进步和业务增长的变化，已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目前公司在规模上与

类似生产上市公司相比差距明显。因此，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较为迫切。 

融资渠道有限：公司所处行业对资金的需求较高，公司目前仍主要依靠银行借款和经营性负

债来缓解公司日常经营中的资金压力。随着公司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客户群体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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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公司融资方式结构单一，严重束缚了公司规模的扩张，增加了偿

债压力。资金及产能扩张瓶颈成为制约公司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司计划借助资本市场作为新

的融资平台，迅速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实现规模效益，为投资者带来良好回报。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公司计划未来两年在保持现有业务量稳定的情况下，着力发展汽车部件业务和智能家居业务。

力争在未来的两年使汽车部件业务的销售额达到现有传统业务量，通过增加客户，扩大销售额相

对降低公司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程度；同时，保持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制造技术水平与市场同步，

以便在国家出具智能家居行业标准时，能够迅速发力并占领市场。汽车部件业务和智能家居产品

业务，均为公司现有业务，是模具、注塑业务的延伸，因此公司未来两年的发展目标与公司主营

业务是一致的。 

在生产技术方面，公司将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单位产品能耗，提升产品品质。

在市场营销方面，公司将继续拓展汽车电子塑胶模具和塑胶制品的市场，将公司产品延伸到其他

汽车零件领域，力争两年努力做到车载行业惠州第一；同时大力开拓智能家居终端产品市场，积

极发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策略，通过布局全国的销售网络，争取实现 2017 年 4000 万的销

售目标；公司将努力壮大营销队伍，不断提高人员素质，提高服务质量，坚持以服务带动销售的

战略。 

公司将继续专注于产品制造的差异化，追求技术高点，超越同行形成竞争优势；在同等价格

下比质量、在同等质量下比服务、在同等服务下比技术的差异。公司新工业园区未来的投入使用

后，设备的升级和产能的扩充，可以让公司实现产能 3 倍以上地增长。公司未来将在巩固技术、

品质、品牌及市场份额方面的基础上，实现由资源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由粗放经营转向精细经营，

由产品导向转向巿场导向的战略转型升级。 

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提示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

理解经营计划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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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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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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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惠州天阳精密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