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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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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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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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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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生力

60333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盛 黄新娟

办公地址 台山市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 台山市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

电话

0750-5588095 0750-5588095

电子信箱

dcenti@vip.163.com dcenti@vip.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专注于汽车铝合金车轮产品的高新技术研发，目前已经

构建了自有国际知名品牌、自营销售网络、自主研发设计及制造生产基地的成熟稳定体系，综合实力较强。公司拥有先进设备

和高新工艺技术，多年来长期聘请国际行业专家担任公司技术顾问，是国内少数具备生产26寸至30寸汽车铝合金车轮制造企

业之一，产品安全、质量过硬、款式多元化是公司核心价值。 多年来，公司品牌及产品受到全球AM市场消费客户的青睐，特别

是在北美市场，深受消费者的拥护和肯定。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生产模式属于订单生产，即由美国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向国内工厂下达生产订单，国内工厂根据订单制定生产

计划，组织生产。公司所需原材料主要为铝合金，公司不依赖国外知名的经销商的采购，主要是通过在美国和加拿大自设销售

子公司的方式销售产品。 公司在美国拥有14家销售子公司，销售范围覆盖全美；在加拿大和巴西分别拥有1家销售子公司。

公司所处的铝合金车轮行业现处于成熟期。铝合金车轮行业作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个分支，其周期性基本与汽车行业

周期性同步，但波动幅度要小于汽车行业。我国近年铝合金车轮的出口逐年快速增长，占铝合金车轮总产量的比例逐步增加，

成为促进我国铝合金车轮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汽车

车轮的重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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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6

年

总资产

799,867,451.32 882,494,633.45 -9.36 691,117,107.02

营业收入

795,813,344.78 781,017,999.16 1.89 721,890,48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507,766.67 12,159,245.36 11.09 50,176,65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99,580.37 8,345,462.29 37.79 50,034,50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58,823,743.84 554,024,754.20 0.87 346,025,46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767,465.46 54,435,686.16 20.82 19,658,89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4 0.00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4 0.00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41 2.69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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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99,340.60 207,910,926.45 204,793,531.57 177,909,54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4,900.15 9,895,704.90 7,059,578.87 -6,612,4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57,465.14 9,659,796.48 6,802,506.46 -7,220,18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24,668.35 41,820,277.43 30,763,154.07 18,508,702.3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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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4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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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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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26,127,070 99,277,070 30.14 95,095,0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13,965,000 60,515,000 18.37 60,515,000

无

境

外

法

人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3,990,000 17,290,000 5.25 17,290,000

无

境

外

法

人

汕头市日冠阳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34,520 16,316,340 4.95

质

押

16,296,34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23,297 13,160,787 4.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8,576 9,510,096 2.89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红河州建水县康晟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319,695 9,363,345 2.84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26,124 6,419,204 1.95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

1,206,519 5,228,249 1.59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红河州建水县成晟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705,213 4,525,923 1.37

冻

结

3,460,951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

TYFUN

INTERNATIONAL INC

是实际控制人赵瑞贞、罗洁、

Sindy Yi Min Zhao

控制

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持有公司股权，赵瑞贞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

公司

70%

的股权，罗洁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12%

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16.4813%

的股权，

Sindy Yi Min Zhao

持有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100%

的股权、持有

TYFUN INTERNATIONAL

INC14%

的股权、持有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18%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通

过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50.12%

的股权。

2.

江门市鸿竔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江门市中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迪生力高管参股的

企业。

3.

珠海经济特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为迪生力监事陈敏参股的企业。

4.

鹤山市粤骏投资有限公司为迪生力董事周卫国参股的企业。

5.

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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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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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5,813,344.7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507,766.67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1.09%，主要经营数据见下表：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95,813,344.78 781,017,999.16 1.89%

营业成本

597,657,957.26 524,513,511.74 13.95%

税金及附加

3,580,088.66 3,359,569.13 6.56%

销售费用

131,506,792.00 123,643,762.93 6.36%

管理费用

37,099,336.86 42,222,341.43 -12.13%

研发费用

10,791,011.12 10,579,738.01 2.00%

财务费用

-4,514,307.42 26,363,759.24 -117.12%

资产减值损失

3,964,146.27 9,309,537.85 -57.42%

其他收益

1,058,300.00 3,288,135.59 -67.81%

投资收益

1,312,917.36 722,195.44 81.80%

资产处置收益

581,107.66 -279,558.81 -307.87%

营业利润

18,680,645.05 44,756,551.05 -58.26%

营业外收入

493,104.86 1,800,379.85 -72.61%

营业外支出

34,977.35 140,402.94 -75.09%

利润总额

19,138,772.56 46,416,527.96 -58.77%

所得税

2,159,924.34 31,405,517.37 -93.12%

净利润

16,978,848.22 15,011,010.59 13.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7,766.67 12,159,245.36 11.09%

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情况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分析： （1）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89%，主要是公司拥有稳定的自有

销售渠道，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公司加大力度开发新产品，开拓新的市场，使经营业务保持稳定增

长。 （2）营业成本比上年增长了13.95%，主要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本年度加大环保投入等因素影响。

（3）销售费用比上年增长了6.36%，主要是开发新客户的人工支出及保险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比上年

减少了12.13%，主要是中介费用和差旅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5）财务费用比上年下降了117.12%，主要是因为汇兑损益

的影响，2018年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5.04%因此产生汇兑收益1332万元， 而2017年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5.81%因此产

生汇兑损失1713万元。 （6）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下降了57.42%，主要是公司加大力度促销呆滞品，加快库存产品流通，存

货减值损失较上年下降。 （7）其他收益比上年减少了67.81%，本年收到的补助收入较去年减少。 （8）投资收益比去年

增长了81.80%，主要是因为参股公司投资收益较去年增加及资金合理调配取得投资收益。 （9）资产处置收益比去年增

长，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土地被征收实现处置收益45万元。 （10）营业外收入比去年下降了72.61%，因为2017受台风造成

损失理赔取得营业外收入，造成本年度与去年差异的原因。 （11）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3.12%，主要有三个原因：一

是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二是美国税改的影响，从2018年1月1日起，美国联邦所得税税率由最高35%

下降到21%，导致公司2017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1299.49万元，相应增加2017年度所得税费用1299.49万元。三是税改后美国

子公司所得税税率下降，税负较去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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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22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3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24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37号” ）。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8]15�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

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2019�年3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一）财政部对会计准则 22号、会计准则23号、会计准则24号和会计准则37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

主要包括：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

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

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

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

9、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11、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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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1 DCENTITIRE,INC. 70.00

2 Wah Hung Group Inc. 100.00

3 WHEEL MART CANADA WHOLESALE INC 51.00

4

广东迪生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5 GUANGDONGDCENTI (BRASIL) AUTOPECAS LTDA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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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9年3月2

日以电话、邮件、书面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3月11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以记名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赵瑞贞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7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3,507,766.67元，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84,277,829.07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基础稳定，经营运行正常，在不影响公司战略发展的

前提下，综合考虑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一年来，该会计师事务所遵照独立、客观、公

正的执业准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从事财务报表及其他事项的审计工作，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

和义务，完成了公司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包括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审计，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2019年度的报酬。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广东省台山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台山鸿艺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26.2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墨西哥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同意公司拟与C� &� L� invertmex� S� de� RL� de� CV（以下简称“墨西哥股东” ）在墨西哥蒂华纳共同

投资新设立参股公司，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1）标的公司名称：墨西哥迪生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外文名称：DCENTI� MEXICO� S� de� RL� de� CV）

（2）注册地址：墨西哥蒂华纳

（3）注册资本：5万比索

（4）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销售，进出口贸易。

（5）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墨西哥股东出资3万比索，占出资比例60%；公司出资2万比索，占出资比例40%，资金来源为公

司的自有资金。

以上注册登记信息最终以墨西哥当地主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后，有关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9年4月2日召开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

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和议题等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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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瑞华” ）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包括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审计，聘期一年，并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管理层依照2019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瑞华在担任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本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

观、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瑞华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拥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

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工作需求，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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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业务，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合理的原则，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现在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瑞贞、罗洁、Sindy� Yi� Min� Zhao�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将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

予以回避。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于公司与关联人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

易价格合理、公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相关关联

交易合同/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策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表决结果，该议

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4、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2018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实际发生金额未超出2018年度预计范围，且由交易

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19年度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

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任何内幕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实际产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

金额（元）

2018

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1

接受劳务 名流山庄

1,600,000.00 684,734.20

无

2

租赁房屋

Zhao & Luo LLC 1,500,000.00 1,080,566.41

无

3

租赁房屋

JRL LLC 12,500,000.00 10,491,513.91

无

4

接受停车服务 华鸿国际有限公司

350,000.00 283,162.76

无

5

出售车轮

Western Distributors of Atlanta Inc. 33,000,000.00 26,719,452.45

无

6

出售车轮

Wheel Mart(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15,000,000.00 10,247,105.80

无

合计

63,950,000.00 49,506,535.53

（三）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19年，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接受劳务 名流山庄

160.00 26.00% 7.21 68.47 24.78%

租赁房屋

Zhao & Luo LLC 150.00 5.00% 18.72 108.06 3.62%

租赁房屋

JRL LLC 1,250.00 37.00% 181.82 1,049.15 35.13%

接受停车服务

JRL LLC 35.00 15.00% 4.42 0.00

从

2019

年开始华

鸿集团改为向

JRL LLC

承租场

地用于停车

出售车轮

Western Distributors

of Atlanta Inc.

3,300.00 3.50% 369.53 2,671.95 3.36%

出售车轮

Wheel Mart(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1,500.00 1.50% 109.78 1,024.71 1.29%

合计

6,395.00 691.48 4,922.3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名流山庄

公司名称：Elite� Restaurant� Inc

成立日期：2008年 5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Man� Kwong� Ng

注册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注册资本：385,000�美元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餐饮服务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9.71 32.54 188.06 -36.28

2、Zhao� &� Luo� LLC

公司名称：Zhao� &� Luo� LLC

成立日期：2012年 11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Guoping� Luo

注册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不动产经营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40.70 240.70 16.29 14.18

3、JRL� LLC

公司名称：JRL� LLC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7日

法定代表人：Guoping� Luo

注册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不动产经营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124.84 1,268.88 181.84 84.29

4、华鸿国际

公司名称：Wah� Hung�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Inc.

成立日期：1992年 10月 6日

法定代表人：Guoping� Luo

注册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注册资本：3,300,000�美元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835.47 1,803.02 0.00 -16.12

5、Western� Distributors� of� Atlanta� Inc.

公司名称：Western� Distributors� of� Atlanta� Inc.

成立日期：1984年9月13日

法定代表人：Danny� L.� Brand

注册地：美国佐治亚州

注册资本：75,000�美元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汽车车轮和轮胎批发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 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29.70 163.14 2,058.00 10.51

6、Wheel� Mart(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公司名称：Wheel� Mart(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5日

注册地：泰国

总股本：70,000,000�泰铢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汽车车轮和轮胎批发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人民币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626.11 1,874.90 3,849.87 146.3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定

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发生的以及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管理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充

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有利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政策，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603335� �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19-022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现将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793号）， 公司于2017年6月9日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6,33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2元,募集资金人民币229,290,8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00,137,66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48390001号）。

(二)�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8年度， 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44,970,202.23�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50,

000,000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416,957.12�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08,421,641.12元 (其中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58,421,

641.12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50,000,000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95,696,076.36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监督管理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始终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表：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80020000010785656 62,688,441.84

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

699919099 8,051,570.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支行

44050167080100000135 24,956,064.45

合计

95,696,076.36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支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违反三方监管协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等问题。 协议各方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年5月22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广东迪生力汽

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暂未到期的仍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年5月22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

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且在有效期内任一时点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投资期限自审议

本次议案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广东

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投资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536,465.75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元

理财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止时间 收益金额 备注

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金摇篮融和财富保本系列

2018030

期理财产品

20,000,000

2018-07-19

至

2018-09-06

104,712.33

收回

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金摇篮融和财富保本系列

2018038

期理财产品

20,000,000

2018-09-13

至

2018-12-18

199,890.41

收回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80093) 10,000,000

2018-6-29

至

2018-12-28

231,863.01

收回

合计

536,465.7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已经全部到期赎回，本金和收益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保荐机构认为：迪生力自募集

资金到账之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的管理及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

规定，迪生力编制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的披露与实际情

况相符。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附件1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013.77 2018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97.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42.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研发中心建设技

术改造项目

否

842.12 842.12 842.12 8.84 23.84 -818.28 2.83

2019-12-

31

- -

否

全球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否

9,000.00 9,000.00 9,000.00 4,488.18 5,818.32 -3,181.68 64.65

2019-12-

31

- -

否

年产

100

万件旋压

(

低压

)

铝合金轮毂

技术改造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 - -11,000.00 -

2019-12-

31

- -

否

合计

- 20,842.12 20,842.12 20,842.12 4,497.02 5,842.16 -14,999.96 28.0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

全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目前全球各地区汽车车轮售后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公司拟

对部分原有海外业务开发的地点、资金等安排进行调整，新市场的开发

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前期准备。 该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将该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研发中心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由于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且公司拟购买的部分研

发设备需向国外厂商采购，交货期普遍较长，研发中心建设技术改造项

目按计划推进所依赖的资金和设备因素均出现了一定变化。 该项目原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

年产

100

万件旋压

(

低压

)

铝合金轮毂技术改造项目

目前全球各地区汽车车轮售后市场增速普遍放缓，车轮生产技术也

在持续不断的更新，为了寻求行业最为新进及尖端的技术设备，需与行

业相关专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与研究，公司正本着审慎和效益最大化

的原则积极调整募投项目建设安排， 保证募投项目能够顺应趋势变化，

与公司战略规划相匹配，故还未发生资金使用。 该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在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8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和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暂未到期的仍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8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且在有效期内任一时点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投资期限自审议本次议案

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全部到期赎回，本金和收益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包括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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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11日，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现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披露如

下：

一、2018年度薪酬发放情况

姓名 职务

2018

年度薪酬（含税）

罗洁 董事长

189,002.71

美元

赵瑞贞 副董事长、总经理

507,375.57

美元

Sindy Yi Min Zhao

董事、副总经理

208,202.71

美元

周卫国 董事 一

赵华 独立董事

50,000.00

元

梁永豪 独立董事

50,000.00

元

谢沧辉 独立董事

50,000.00

元

吴秋萍 监事会主席 一

陈敏 监事 一

雷彩容 职工代表监事

96,000.00

元

王国盛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216,000.00

元

李碧婵 副总经理

216,000.00

元

李细勇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300,000.00

元

谭红建 副总经理

228,000.00

元

张丹 副总经理

141,000.00

元

肖方平 副总经理

204,000.00

元

刘波 监事会主席（离任） 一

黄新娟 职工代表监事（离任）

76,500.00

元

注：原监事会主席刘波、职工代表监事黄新娟因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于2018年5月22日离任。

二、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1）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为每年5万元（含税）。

（2）未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无薪酬；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非独立董事的薪酬，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

不再另外领取董事津贴。

（3）在公司任职的监事，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不再另外领取监事津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

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的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确认及2019年董事、监事薪酬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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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下转B9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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