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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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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德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党增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全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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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5,480,816.15 300,457,206.82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946,323.03 56,113,758.57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385,664.22 50,325,083.66 1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22,493.33 64,507,407.72 -7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 0.095 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 0.095 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2.73%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67,184,206.39 2,743,609,363.41 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42,568,232.29 2,180,820,853.69 2.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2,172.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35,6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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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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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499,951.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917.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4,201.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1,482.26  

合计 3,560,658.8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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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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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1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薛德龙 境内自然人 18.34% 107,869,305 80,901,977 质押 24,100,000 

张冬梅 境内自然人 5.74% 33,742,750 25,307,062 质押 2,250,000 

薛建军 境内自然人 1.53% 9,002,500 7,102,000 质押 7,352,000 

党增军 境内自然人 1.00% 5,876,500 4,407,375 质押 1,250,000 

崔联委 境内自然人 0.46% 2,701,000    

刘东平 境内自然人 0.46% 2,700,750 2,025,562   

姚守通 境内自然人 0.46% 2,689,500 2,017,125 质押 1,875,000 

周宪杰 境内自然人 0.45% 2,663,500    

王中营 境内自然人 0.45% 2,648,500 1,986,375   

潘新喜 境内自然人 0.43% 2,531,500  质押 5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薛德龙 26,967,328 人民币普通股 26,967,328 

张冬梅 8,435,688 人民币普通股 8,435,688 

崔联委 2,7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1,000 

周宪杰 2,6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3,500 

潘新喜 2,53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1,500 

许九周 2,50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5,800 

刘家坤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杨学民 2,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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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鸣 1,951,965 人民币普通股 1,951,965 

薛建军 1,9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

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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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17.3.31 2016.12.31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65,224,832.73 561,701,739.66 -34.98% 

主要是本期以自有资金支付

Incodel Holding LLC第一期股权交

割款4,000万美元所致。 

应收账款 308,359,067.27 202,665,465.56 52.15% 
主要是新增了全资孙公司Incodel 

Holding LLC的应收款。 

预付款项 5,774,705.58 3,641,367.06 58.59% 主要是公司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78,954,301.68 117,727,289.14 -32.93% 
主要是公司期末持有未到期理财

减少所致。 

商誉 612,789,177.76 42,863,519.13 1329.63% 
由于ZYNP Group (U.S.A) Inc.收购

Incodel Holding LLC形成。 

长期待摊费用 14,844,279.85 — — 

主要是上海电子科技房屋租赁费

及 Incodel Holding LLC房屋装修

费。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499,839.98 10,948,556.34 105.51% 
主要是公司及上海电子科技公司

预付设备款。 

应付票据 6,061,869.11 3,880,000.00 56.23% 主要是本期票据结算增加。 

应交税费 23,132,100.32 17,463,979.46 32.46% 
主要是国内销售收入增加致增值

税及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20,093,785.54 5,562,210.44 261.26% 
主要是新增了全资孙公司Incodel 

Holding LLC的其他应付款。 

长期借款 242,239,132.00 1,018,178.00 23691.43%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内保外贷借款3,500万

美元。 

长期应付款      314,194,122.00  — —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应付 Incodel Holding 

LLC的股权交割款。 

利润表科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6,864,306.11 3,702,802.16 85.38% 

主要是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印花

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由管理费

用调整至该科目核算所致。 

财务费用 5,405,418.68 -1,626,103.52 432.42% 

主要原因是1月末持有的美元贬值

致汇兑收益减少及支付美国子公

司贷款前期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1,753,436.21 3,291,920.92 -46.74% 主要是应收款坏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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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65,217.12 13,823.44 371.79% 主要是处理废旧固定资产所致。 

现金流量表科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522,493.33 64,507,407.72 -72.84% 

主要是由于本期到期承兑减少，材

料价格上涨及支付工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1,823,782.52 -59,416,795.75 660.43% 

主要是本期支付 Incodel Holding 

LLC第一期股权交割款及购买

Airport Industry Center LLC不动产

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7,228,467.13 3,766,884.89 6197.74% 

主要是ZYNP Group (U.S.A) Inc.借

款3,500万美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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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资子公司收购Incodel Holding LLC100%股权完成交割。 

2016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7年1月17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Incodel Holding LLC100%股权及Airport Industry Center LLC不动产

的议案》，同意美国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使用现金10,120.00万美元受让Incodel Holding LLC100%

的股权，使用现金1,760.00万美元购买Airport Industry Center LLC合法拥有的经营性土地和厂房以及相关无

形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与2017年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8、2017-004）。 

2017年3月31日（美国时间2017年3月30日），交易各方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杰弗逊西大街150号

25层明康律师事务所会议室按照约定条款和条件完成股权及不动产的交割工作。Incodel Holding LLC作为

存续公司已于当日成为ZYNP Group (U.S.A) Inc.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公司正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开展各项

后续工作。（公告编号：2017-019） 

2、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签订专有技术许可合同。 

2017年3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签订专有技

术许可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内凯思汽车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专注于汽车动力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内燃机全钢活塞及相关零部件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

公司与德国KS Kolbenschmidt GmbH签署《关于就制造内燃发动机活塞使用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许可合

同》，KS公司将其拥有的关于全钢活塞的专有技术及商标许可给公司。（公告编号：2017-01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北京普惠正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

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签订了《河南省南

水北调对口协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现金 

2,000 万元认缴该合伙企业份额。 

2017 年 0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7-002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公司为美国全资子公司 ZYNP Group 

(U.S.A) Inc.（中原内配集团（美国）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7,000 万美

元的内保外贷担保，额度内可循环滚动

操作，担保期限不超过六年。 

2017 年 02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7-006 

公司通过美国全资子公司 ZYNP Group 

(U.S.A) Inc.在美国设立全资孙公司

ZYNP Asset Management, LLC（中原内配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0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7-00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薛德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

竞争，更好的

维护中小股

东的利益，本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

制人薛德龙

先生承诺：①

本人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

（包括与他

人合作直接

或间接从事）

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中

原内配相同、

类似或在任

何方面构成

竞争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

机构；②当本

2010 年 07 月

16 日 
永久 

报告期内，有

效履行其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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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与中

原内配之间

存在竞争性

同类业务时，

本人及可控

制的企业自

愿放弃同中

原内配的业

务竞争。③本

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不向

其他在业务

上与中原内

配相同、类似

或构成竞争

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机构、

组织或个人

提供资金、技

术或提供销

售渠道、客户

信息支持。 

公司 分红承诺 

其他承诺（股

东回报规

划）：在满足

现金分红条

件下，未来三

年（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

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当不

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20%。 

2015 年 04 月

03 日 

2015 年至

2017 年度 

报告期内，有

效履行其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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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 至 3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1,126.48 至 13,775.65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596.6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成功收购 Incodel Holding LLC，北美市场稳定增长；          

2、安徽子公司乘用车市场持续拓展 ； 

3、全面推进精益生产，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挖潜增效；                                    

4、主要参股子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投资收益增加；                 

5、强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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