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积极推进董事会

决议实施，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勤勉尽职开展各项工作，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

展。现将公司董事会 2017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各部门通力合作，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公司营业收入

等主要经营指标均衡增长。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60,802,342.10 364,054,892.46 26.57% 

营业利润   89,014,340.96  55,514,481.23 60.34% 

利润总额   88,875,050.17 61,520,333.88 4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707,439.26  52,001,114.87 4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48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8% 21.04% -4.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64,537,297.08  585,084,944.17 3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99,603,272.10  436,859,997.84 14.36% 

股    本   133,340,000.00  66,67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75 6.55 -42.75% 

 

2、经营管理情况分析： 

2017年度，公司持续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及建构“完整模具核心零部件工业与强化民族自

主品牌”战略目标，顺应市场需求的稳中有升，以市场为导向，持续深耕市场,公司营业收入



 
 

保持稳健增长，公司运营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了稳健经营。 

  1、销售方面 

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紧扣市场，持续加强与主要客户的技术交流与互动，或参与到客

户前期的设计、标准的制定，协助客户解决实际遇到的难题，增进了客户对公司的信赖；同时，

公司强大的营销网络为关键用户提供快速的现场售后服务以及紧急件的配套，获得了客户的肯

定。在内部，公司通过不定期的各种团队拓展训练、业务能力培训及定期的各种业务会议，提

升公司营销团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提升业务能力。同时借助于智能化、信息化管理工具，有

效提升了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客户服务速度，增强了人员之间的沟通频率，优化了对营销团

队与客户服务的管理。  

   2、生产及研发方面 

2017年，生产持续依照市场需求，依据“精益求精、品质卓越、客户满意”的质量方针，

优化作业流程，不断探索与提升精密零部件生产制造技术与信息化管理，引进国外高端精密加

工设备，结合公司强大的研发技术，提升精密零件加工精度与制造效率，在因应市场能力方面

取得较大提升，保持行业制造技术领先地位。 

公司研发及管理团队结合市场需求，继续加大在新产品研发及技术研发的投入，2017年，

公司研发投入1,580.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2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21项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32项；由于公司在行业内的专业性及市场知名度的认可，公司参与制定

模具零件的五项国家标准和一项国际标准，其中三项标准在2018年已经开始实施，体现了公司

对行业的支持与贡献，同时提升了公司的形象及市场地位。 

   3、管理方面 

为有效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司从自主开发的MIS系统转换切入使用ERP系统，强化

了营销、生产、采购、物流及财务等部门流程整合与联动机制，并根据公司经营的具体情况，

逐步开展优化职位体系，加强绩效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部门、个人绩效与公司经营目标的

关联性，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落实与达成。  

为有效管控应收账款风险，公司对客户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及销售风险防范进行了升级和完

善，对公司销售回款、坏账管理等进行了优化，由公司专职人员进行常态化监控系统，对重点

风险客户进行工商信息、经营动态等多维度信息监控，有效控制应收账款风险。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四次董事会，董事会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审议通过议案 

1 

2017年 4月 24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 2017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关于

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关于变更部份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2 

2017年 7月 31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 
《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等。 

3 

2017 年 10月 24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 
《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等。 

4 
2017 年 12月 29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1次年度股东大会，1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

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表决内容 

1 2017年 5月 18 日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6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

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关于变更部份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等。 

2 2017年 8月 17 日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

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 
 

（三）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1、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

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2017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三次会议，对公司审

计报告、财务决算报告、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募集资金及现金管理等重大事项进行进一步了

解及会议审议，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阅了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报告；针对公司年度审计报

告与会计师进行会议沟通与审议，了解公司年报审计情况并提出了管理建议，有效地监督和促

进了公司审计工作的开展；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内控指导和监督职责，促进了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

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2017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公司薪

酬与绩效考核情况进行监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议案进行审议。 

3、提名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积极开

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2017年度，提名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拟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任职资格及履职情况进行了审议，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4、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积极开

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2017年度，战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款及变更部份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讨论与研



 
 

究，对公司长远发展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四）公司治理方面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信息披露和三会运作等各项规范化治理，强化内控建

设工作，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和维护工作，耐心接听投资者电话，客

观及时回复互动易的投资者提问，畅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经

营状况。 

 

三、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重点与经营计划 

公司将持续围绕建构成为“完整模具核心零部件工业与强化民族自主品牌”战略目标，成

为全球一流汽车模具零部件系列集成专业公司的愿景，部署和推进各项工作： 

1、扩大产能、优化产销体系 

公司持续深入研究市场走势，掌握市场脉动。不断完善公司产品类型，优化营销渠道和销

售通路，积极开拓潜在市场的深度和宽度，为应对国内精密模具零部件及自动化设备零部件庞

大的市场需求，扩充分公司和办事处，完善服务网络，发展网络营销与云端目录，以及扩大参

与国外展览的范围，发展国际市场的优良代理商，积极布局国外市场，提升公司品牌在国外市

场的知名度。 

随着2018年第四季新厂即将正式启用，公司将加速投入生产设备，扩大生产产能，推进生

产管理智能化与设备自动化升级改造，提升生产效益、管理效益以及经营绩效。 

2、加强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为国内生产规模及技术水平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精密模具零部件企业，持续增加研发

中心投入，借助技术改造与产品研发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新产

品的量产布局，并积极落实模具零部件行业标准制定，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模具零部件行业里的

地位。同时，公司将投入新一代3D辅助设计软件的开发，提高客户设计模具的便利性，提供客

户高效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客户体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3、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未来公司持续完善以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管理为核心的ERP系统，并导入智能制造相关

的管理系统及先进排程系统，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管理运营效益。 

4、优化人才、加强团队建设 

为因应公司成长发展的需求，公司将不断提升优化内部人才，加强内部员工的培训，帮助

员工快速成长；同时，还将积极引进外部优秀、高层次人才，形成公司人才梯队，为未来业务



 
 

快速发展储备优秀、勤勉的管理人才。 

5、持续推进公司治理、规范企业内控 

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作用，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积极推进完善

更加规范、透明的上市公司运作体系，继续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规范公司各项经营活动，

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建立起严格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切实保障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最大化。 

6、加强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董事会将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加强内部信息管控，完善信息管理制度，做好未公开信息的保密工作；提高信披工作

的专业度，确保公司运作的规范透明，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 

7、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持续改善并优化与供应商、客户的伙伴关系，对内提升

产品品质、推行 ISO14001环境质量体系和节能减排、积极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等。 

 

2018年，公司董事会将持续推进公司的战略规划，遵守上市公司各项规范，充分发挥公

司平台、团队的优势，完善产品系列，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积极布局产品领域和通路，

秉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争取较好地完成2018年度各项经营指标，实现全体股东和公司利

益最大化。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