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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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曲列锋 公务出差 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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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2019年 4月 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实施股权登记日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3.75元（含税），合计应派发现金股利 10,500 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留存。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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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汽饰

60303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喜芳 曹胜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

288

号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

288

号

电话

0512-52330018 0512-52330018

电子信箱

csqs@caip.com.cn caosheng@caip.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乘用车内饰件业务，是国内乘用车内饰件产品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

的主要产品包括门内护板总成、仪表板总成、副仪表板总成、行李箱内饰总成、衣帽架总成、天窗遮阳板总成、立柱总成、门窗

饰条、地毯等，主要客户包括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华晨宝马、上汽通用、奇瑞捷豹路虎、奇瑞汽车、观致汽车、吉利汽车、一汽轿

车、众泰汽车、宝沃汽车、凯翼汽车等国内知名整车厂，北京车和家、奇点汽车、爱驰亿维、博郡、爱康尼克等新能源车及伟巴斯

特、恩坦华等知名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

公司已拥有常熟、长春、沈阳、北京、芜湖、成都、佛山、天津、余姚、上饶十个生产基地，其中余姚和上饶为在建。公司核心

产品“CAIP牌轿车门内护板” 、“CAIP牌轿车天窗板”获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公司先后被授予：江苏省重点培育发展企业、

江苏省汽车饰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等

荣誉称号。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为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五个环节。

在研发环节，公司将以现有产品为基础，持续加大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和新材料的开发，紧跟新车型更新换代，实现与整车

厂的同步设计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全面满足环保型、轻量化和安全性的要求。公司将继续加强与一汽大众、上汽

通用、奇瑞汽车、北京奔驰等主要客户的同步开发合作，加快产品研发速度。

在采购环节，本公司及子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采购由采购部统一进行管理。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原辅材

料采购体系，包括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日常采购控制以及供应商的监督考核等。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制定

采购计划并予以实施。

在生产环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采用专业化生产模式，根据整车厂需求情况，编制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质量管理部门负

责产品检验和状态标识及可追溯性控制，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设备管理部门负责设备运行管理与维护，通过增加设

备工装的防护措施，做到安全生产，精益生产。

在销售环节，公司通过专业的销售团队，通过投标环节后，与汽车制造商签订开发协议或销售合同，实现公司产品的销

售。

在售后服务环节，本公司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确定产品售后服务标准。本公司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和售后服

务人员。

（三）2018年行业发展状况简述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内饰件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汽车内饰件行业处在“C3725 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的子行业位置。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年 10月 26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归属于“C36汽车制造业” ，细分为汽车零部件行业中的内饰件行业。

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计，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落。一方面由

于购置税优惠政策全面退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消费信心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

仍面临较大的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汽车普及率还比较低，中国每百人汽车拥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百人汽车拥有

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持续为中国汽

车市场增长提供驱动力，中国汽车工业及为汽车工业提供配套的本行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2018年中国汽车产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汽车产销 2780.9万辆和 2808.1万辆，同比下

降 4.2%和 2.8%。其中乘用车产销 2352.9万辆和 2371万辆，同比下降 5.2%和 4.1%，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半年增速明显高于下半

年增速。商用车产销同比继续呈现增长，增速明显回落。受货车市场增长拉动，商用车销量创历史新高。商用车产销分别达到

428万辆和 437.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7%和 5.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 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 分别增长 59.9%和

61.7%。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6万辆和 98.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47.9%和 50.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28.3万辆和 27.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22%和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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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6,184,864.69 3,163,702,007.44 44.33 3,129,844,445.40

营业收入

1,463,865,536.67 1,339,378,526.82 9.29 1,436,850,33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083,905.08 227,593,974.29 49.43 226,303,50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9,428,599.52 216,953,670.95 -12.69 214,882,45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09,712,764.87 2,239,086,684.84 12.09 2,081,106,30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112,619.32 80,690,257.96 121.98 183,129,41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21 0.81 49.38 1.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21 0.81 49.38 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4.36 10.52

增加

3.84

个百

分点

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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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273,937.81 342,453,258.39 357,939,361.29 424,198,97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35,021.59 178,683,761.53 44,806,594.10 28,058,52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7,014,951.38 38,247,515.01 38,830,643.07 25,335,49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73,310.13 122,033,973.41 54,910,460.51 18,841,4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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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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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春

1,819,533 105,151,940 37.55 103,332,407

质押

46,91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永明

-6,944,062 20,900,000 7.46 0

质押

20,88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902,593 13,660,116 4.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ARBOUR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0 9,281,349 3.3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信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7,734,462 2.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菁英时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菁

英时代常盈

1

号私募基金

3,900,000 3,900,000 1.39 0

无

0

其他

王卫清

100,000 3,503,163 1.25 3,403,16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海江

80,000 3,483,163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建兵

72,200 3,475,363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建刚

53,700 3,456,863 1.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罗小春、王卫清为夫妻关系，罗小春和王卫清分别持有常熟春

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0%

和

10%

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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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3,865,536.67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24,487,009.85元，同比增长 9.29%；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340,083,905.08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2,489,930.79 元，同比增长 49.43%；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2,509,

712,764.87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270,626,080.03元，增长 12.0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基本每股收益 1.21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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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1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

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

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526,683,333.37

元，上期金额

527,455,078.52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

额

508,347,306.02

元，上期金额

405,183,404.31

元；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调增“其他应收款”

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调增“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

1,601,804.36

元，上期金额

282,113.61

元；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00

元，

上期金额

0.00

；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调增“长期

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

2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

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47,685,186.66

元，上期金额

34,390,718.30

元，重

分类至“研发费用”。在本期和上期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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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

4

）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作为其他与日

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241,893.15

元，上期金额

949,565.68

元，重分类

至“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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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长春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简称“长春常春”）

2

芜湖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简称“芜湖常春”）

3

北京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常春”）

4

成都市苏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苏春”）

5

沈阳市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常春”）

6

常熟市凯得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简称“凯得利”）

7

江苏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常春”）

8

天津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常春”）

9

佛山常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佛山常春”）

10

常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常源”）

11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技术”）

12

余姚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简称“余姚常春”）

13

上饶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简称“上饶常春”）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年报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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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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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曲列锋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参加本次董事会，授权委托独立董事

陈良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 13:00 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19年 4月 16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曲列锋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参加本次董事会，授权委托陈良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主持人罗小春先生宣读和介绍议案。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所有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刘保钰先生、陈良先生、曹路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8 年度股东

大会上述职。

同意《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议案，

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小春、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以分红派息实施股权登记日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3.7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5,000,000.00 元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留存。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定审计机构的报酬等具体事宜。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支付现金人民币 38,000万元收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持有的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一汽富晟” ）1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一汽富晟 30%股权，罗小春先生将不再持有一汽富晟股权，一汽富晟仍

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根据盈利预测， 罗小春先生承诺 2019年至 2021年一汽富晟每一年度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均不低于人民币 38,000万元。如果任何一个年度的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最低金额，应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发生上述情

况时，应支付的补偿金额 =（38,000万元－一汽富晟在该未达标年度的净利润数）×10%。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小春回避表决。

就上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共同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用于支付现金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富晟” ）10%股权。本次申请贷款额度为 24,000万元，贷款期限五年，公司以持有的一汽富晟 1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同

时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上述并购贷款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 并签署

有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2019年 5月 20日下午 13: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并听取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做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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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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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小春、王卫清、常熟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罗喜芳、吴海江、陶

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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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罗小春、

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前， 我们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 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

公司战略要求，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的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中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能够提升公司

的整体业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

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公允、合理。关联

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原则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常熟汽饰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2019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

协议协商确定的,�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我们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出席监事 3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表〈一〉：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

260 4

长春安通林（含北京安通林，

下同）

- -

长春派格 （含佛山派阁，下

同）

115

881

728

产量增加

购买设备

天津安通林

- 22

天津常春华锐源

- 210

芜湖麦凯瑞

- -

小计

375 1,845

向关联人销售模具、

原材料

常熟安通林

2,613 4,027

新货取项目增加

长春安通林

1,100 709

模具销售

长春派格

- 147

成都安通林

- -

天津安通林

4,333 3,532

小计

8,046 8,41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常熟安通林

22,000 16,765

长春安通林

23,489 23,796

长春派格

15,068 15,988

成都安通林

2,970 3,585

天津安通林

8,310 7,007

天津常春华锐源

- 1,175

小计

71,837 68,31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租赁服务、其他

常熟安通林

2,667 1,079

长春安通林

2,073 1,758

长春派格

1,081 633

成都安通林

- 20

天津安通林

1,636 2,107

新增新厂房租赁

沈阳格瑞纳

- 97

天津格瑞纳

- 133

芜湖麦凯瑞

- 0.9

小计

7,457 5,828

合计

87,715 84,404

（三）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二〉：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常熟安通林

- 4

长春安通林

- -

长春派格

230

766

881

728

原材料

购买设备

天津安通林

- 22

天津常春华锐源

- 210

芜湖麦凯瑞

- -

小计

996 1,845

向关联人销售模具、

原材料

常熟安通林

7,320 4,027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安通林

260 709

模具结算减少

长春派格

231 147

成都安通林

- -

天津安通林

3,210 3,532

沈阳格瑞纳

12 -

小计

11,033 8,41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常熟安通林

18,858 16,765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安通林

20,467 23,796

长春派格

16,663 15,988

成都安通林

3,053 3,585

新项目量产

天津安通林

21,268 7,007

新公司获取项目

天津常春华锐源

- 1,175

沈阳格瑞纳

13 -

沈阳威特万

60 -

小计

80,382 68,31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租赁服务、其他

常熟安通林

1,735 1,079

增加厂房租赁

长春安通林

1,215 1,758

长春派格

972 633

增加厂房租赁

成都安通林

- 20

天津安通林

2,600 2,107

芜湖麦凯瑞

15 1

沈阳格瑞纳

220 97

天津格瑞纳

172 133

沈阳威特万

196 -

小计

7,125 5,828

合计

99,536 84,404

另外，公司与罗博文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即公司向罗博文支付德国办事处房屋租赁服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关联

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二、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常熟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724755163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2545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5年 08月 31日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饰件、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自产产品的相关汽车模具设计；从事上述自

产产品及其相关汽车模具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专项规定管理商品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关联关系说明：常熟安通林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常熟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陶建兵担任常熟安通林的总经理职务；本公司总经理曾繁钊担任常熟安通林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

担任常熟安通林的董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2、长春派格汽车塑料技术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派格”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27109090Q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83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 06月 18日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长春派格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长春派格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总经理曾繁钊

担任长春派格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长春派格的董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

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长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85904789U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138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6年 04月 12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汽车仪表板、副仪表板及相关汽车内饰件、销售本企业制造的产品。

关联关系说明：长春安通林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长春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陶建兵担任长春安通林的总经理职务；本公司总经理曾繁钊担任长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

担任长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4、成都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成都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MPY899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4月 5日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成都安通林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成都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陶建兵担任成都安通林的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成都安通林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财务总

监罗正芳担任成都安通林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

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5、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天津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MA05PB6W8U

法定代表人：孙峰

注册资本：9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30日

经营范围：汽车饰件、模具的生产、加工、设计研发；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别说明：天津安通林原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经公司收购其部分股权后，天津安通林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工商变更为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天津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峰担任天津安通林总经理

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陶建兵担任天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天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

本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天津安通林的监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在天津安通林尚未成为本公司控股公司之前，因任职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

节 10.1.5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相应时间段发生的相

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6、麦凯瑞(芜湖)汽车外饰有限公司（全文简称“芜湖麦凯瑞”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529823187

法定代表人：NICHOLAS� JAMES� MORGAN

注册资本：508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年 09月 10日

经营范围：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汽车、摩托车注塑模具、夹具设计、制造、销售；各类交通工具的配套塑料制

品及其它相关制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芜湖麦凯瑞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罗小春担任芜湖麦凯瑞的董事职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

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7、天津格瑞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天津格瑞纳”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MA05NAGU1Y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2月 28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上述产品的批发、零售、进出口;汽车零部件技术、模具技术的开

发、转让、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天津格瑞纳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天津格瑞纳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孙峰担任天津格瑞纳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天津格瑞纳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

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8、沈阳格瑞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沈阳格瑞纳”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TWJMR0C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8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沈阳格瑞纳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海江担任沈阳格瑞纳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孙峰担任沈阳格瑞纳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沈阳格瑞纳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条对于关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

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9、沈阳威特万科技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沈阳威特万”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XLBAD1U

法定代表人：孙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 3月 13日

经营范围：交通运输工程研究服务；汽车窗框饰条、门模、保险杆等汽车塑料部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沈阳威特万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峰担任沈阳威特万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本

公司总经理曾繁钊担任沈阳威特万的董事职务；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沈阳威特万的董事职务；本公司财

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沈阳威特万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5 条对于关

联人的界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上述表格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制定有关协议或合同，条款公允、合理。关联交易的价格,有市场价格的，适用市

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相关协议

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小春、王卫清、常熟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罗喜芳、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合同将安排签署。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按照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相关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603035�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19-025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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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格式指引的规定，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熟汽饰”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74号”《关于核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7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0.4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3,0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730.96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16�年 12�月 29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 2016年 12月 2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636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730,800,000.00

减：

2016

年度支付发行费用

(

注

1) 53,781,000.00

减：

2017

年度支付发行费用

(

注

2) 9,709,351.30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

注

3) 667,309,648.70

减：募投项目支出

367,870,629.75

减：专户手续费支出

(

注

4) 10,584.81

减：购买理财产品

598,000,000.00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196,899,800.00

减：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36,310,000.00

加：偿还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36,310,000.00

加：专户利息收入

874,972.72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利得

7,334,084.94

加：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598,000,000.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10,737,691.80

注 1：2016年度支付发行费用包括承销机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44,280,000.00� 元、 支付审计费用 5,936,000.00 元及支付

律师费 3,565,000.00元。

注 2：2017 年度支付发行费用包括支付审计费 3,710,000.00 元、验资费 318,000.00� 元、律师费 600,000.00 元、印花税 365,

400.00元、IPO信息披露费 4,350,000.00元、股份登记费 280,000.00�元、摇号及公证费 49,000.00�元、印刷费 36,951.30�元。

注 3：不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费用形成可抵扣增值税 3,557,039.59元。

注 4：包括 2016年度支付审计费用 5,936,000.00元及支付律师 3,565,000.00元时形成的手续费 118.72元和 71.30元。

2、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转 B186版）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曲列锋 董事 公务出差 陈良

1.3�公司负责人罗小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正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淼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251,807,007.45 4,566,184,864.69 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34,047,984.62 2,509,712,764.87 0.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35,354.16 -16,673,310.13 614.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293,306,888.52 339,273,937.81 -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16,083.74 88,535,021.59 -7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87,919.53 87,014,951.38 -8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99 3.88

减少

2.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32 -7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32 -71.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04,366.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83,854.8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351.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39,766.83

来自联营合营企业（投资收

益）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2.22

所得税影响额

-2,867,503.51

合计

10,228,164.2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5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罗小春

105,151,940 37.55 103,332,407

质押

46,91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永明

18,100,000 6.46 0

质押

18,1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3,057,769 4.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ARBOUR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9,246,249 3.30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信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726,262 2.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菁英时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菁英

时代常盈

1

号私募基金

3,900,000 1.39 0

无

0

其他

王卫清

3,503,163 1.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海江

3,483,163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建兵

3,475,363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建刚

3,456,863 1.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永明

1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0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3057769

人民币普通股

13057769

HARBOUR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9246249

人民币普通股

9246249

中信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26262

人民币普通股

7726262

深圳菁英时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菁英时代常盈

1

号私

募基金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吴海江

3483163

人民币普通股

3483163

陶建兵

3475363

人民币普通股

3475363

苏建刚

3,456,863

人民币普通股

3456863

汤文华

3438163

人民币普通股

3438163

陶振民

3403163

人民币普通股

34031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罗小春、王卫清为夫妻关系，罗小春和王卫清分别持有常熟

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0%

和

10%

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无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2018年一季度对一汽富晟持有 10%股权，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收到 5000万元现金分红作为投资收益，而

今年没有现金分红导致投资收益减少。

2、一季度营业收入的降低也是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及变更保荐机构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及于 2018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系列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8-080至 2018-088。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与各方协商，决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保荐机构。2018年 12月 26日，公司的保荐机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信建投” ）。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中信建投将承接持续督导工作。中信建投委派

张铁和张悦为保荐代表人。详见《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2018年 12月 29日，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82332）。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上述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予以受理。详见《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2019年 3月 6日，公司及中信建投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332

号）。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并

做出了书面说明和解释。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披露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以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相关反馈意见回复

材料已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公司收购天津安通林部分股权事项

2019年 1月 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公司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5,462.50万元人民币收购安通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安通林” ）50%的股权。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 月 24 日、1 月 25 日、3 月 30 日披露的《常熟市汽车

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参股公司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参股公司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公告》、《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天津安通

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2019-009、2019-017）。2019 年 4 月 2 日， 天津安通林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0日披露的《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津安通林 90%的股权，安通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安通林 10%的股权。

3、慈善基金会的成立

公司的慈善基金会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注册成立， 全称 “苏州市常熟汽饰慈善基金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20500MJ6637255R，注册资金 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卫清女士。业务范围：开展扶贫、济困，资助帮扶社会弱势

群体；资助农村地区青少年教育成长事业；促进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结对贫困村，助力乡村振兴。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小春

日期:2019年 4月 26日

2019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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