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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精锻科技 股票代码 3002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义 田海燕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电话 0523-80512658 0523-80512699 

电子信箱 dongyi@ppforging.com tianhy@ppforging.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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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785,813.14 419,828,865.79 2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967,228.03 92,490,880.20 3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4,969,238.41 82,698,335.01 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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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704,757.44 131,178,260.83 10.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86 0.2284 35.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86 0.2284 35.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6.9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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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008,726.61 2,045,692,802.32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0,214,191.08 1,454,582,503.57 5.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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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36% 195,840,750    

夏汉关 境内自然人 4.39% 17,769,374 13,327,030   

黄静 境内自然人 2.70% 10,935,000 8,201,2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32% 9,411,2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7% 8,792,948    

杨梅 境内自然人 2.03% 8,201,250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3 号） 
其他 1.54% 6,243,3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2% 4,948,200    

朱正斌 境内自然人 0.86% 3,487,500 2,615,6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汉关、黄静是夫妇关系。报告期

末夏汉关持有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38.03%股权。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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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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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报告期内，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1,352.6万辆和1,335.4万辆，同比增

长4.6%和3.8%，其中乘用车产销1,148.3万辆和1,125.3万辆，同比增长3.2%和1.6%；商用车产销204.3万辆

和210.1万辆，同比增长13.8%和17.4%。报告期内，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短期虽然未见明显回升，但在稳增

长、保就业的基调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对汽车行业仍将继续偏友好。从长期来看，由于目前我国千

人汽车保有量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甚至还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汽车市场仍然具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乘用车行业仍有望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 

自动变速箱是目前我国汽车上单一价值量最高，国产化最低的零部件，自动变速箱是汽车零部件尚存

的蓝海市场，日益拥堵的交通状况和消费升级需求将持续推动我国乘用车自动变速箱的渗透率，2016年国

内制造自动档乘用车占比还不到50%，据变速箱企业产能统计和需求测算，自动变速箱需求空间大，到2020

年，预计合资+自主自动变速箱总需求在2000万套以上，根据现有各外资和自主自动变速箱工厂的产能规

划，到2020年我国自动变速箱仍存在200-300万套的需求缺口。 

受益于国内汽车行业产销量持续增长，公司在报告期内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378.58万元，同比增长24.76%；营业利润15,631.58万元，同比增长53.55%；利润总额

15,647.93万元，同比增长37.33%；净利润12,496.72万元，同比增长35.11%。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2017年度经营计划目标积极开展了以下各项工作： 

（一）精锻科技运营情况 

公司整体运营质态良好，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各工序的产能利用率和出产量继续提升，有力地支撑

了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绩良好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司不断优化制造流程，加快各类项目建设进度，加大技

改投入，不断调整和动态提升瓶颈工序产能，有效地保证了公司快速增长的订单对产出能力的要求。 

“向美国和东南亚出口汽车电动差速器齿轮技改项目”产品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052.9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7188万元），过程稳定性和出产能力继续提升，有效保障了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的良好增长。 

（二）齿轮传动运营情况 

齿轮传动公司整体运营质态良好，订单持续增长，客户需求量一直在提高，产销同比去年大幅增长，

对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绩增长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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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套大众和奥迪齿轮技改项目”：报告期内已经实现销售收入6,367.70万元，前期设备投入已全部

开动，以满足客户产能提升的需求；与此同时继续加大投入，今年内完成2018年产能需求提升准备，为2018

年公司业绩更好的成长提供可靠保证。 

2、“配套DQ400E驻车齿轮/差速器壳体/锥齿轮项目”：目前这3个新项目都是配套天津大众DQ400E油电

混合动力双离合变速箱，意味着公司涉及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零部件在不断增加, 将会是公司今后可持续发

展的潜力所在；这3个项目报告期内相关设备已安装到位，同步已完成样件的提交工作，下一步将进入量

产供货状态。 

3、“配套格特拉克的自动变速器离合器关键零部件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的多条进口日本机加工

自动化生产线今年相继投产，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大批量产出阶段，并且该项目未来订单呈快速上涨态势，

公司已同步继续扩大投资加大产能，预期该项目将是公司今年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三）宁波电控运营情况 

宁波电控上半年度受主要客户整车销量下滑影响，产销与去年同比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以2503.8万元拍得北仑小港装备园区24#地块，宗地面积33384平方米，并与宁波

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公司未来拓展宁波电控的产品系列，提升研发

能力，扩大产能做前期准备；现已着手项目立项和规划建设，计划今年四季度开工建设。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办公楼装修和厂房改造按计划持续进行中，现办公楼装修完成已交付使用，员工

工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厂房改造也按计划进行中，部份厂房已交付使用，装配现场的清洁度和温度控制

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为提高公司产品质量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保障。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对VVT/OCV现有的装配线进行了精益化生产线改造，实现了“一个流”的生产组织

形式，减少了过程库存数量，提高了生产效率；新购的VVT/ OCV全自动装配线已安装正在调试，进口美

国的全自动测试线也同步安装并正在调试，随着全自动装配测试性的交付使用，将会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

产能力和有效地提高公司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实验室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实验室装修改造工作已基本结束，

研发所需各项实验设备的选型和采购工作按计划进行，主要订购了美国产高低温VVT/OCV性能试验台，

美国产VVT总成动态性能试验和耐久试验台，以及发动机点火试验台架和各种国产试验测试配套设备等；

在设计开发软件应用方面，在原有强度仿真软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购了流体仿真和电磁仿真软件，提高

了企业在仿真开发和结构分析上的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聘请专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咨

询师，实施质量管理提升计划，理顺公司内部流程，落实质量职责，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质量管控能力。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注重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基础管理水平提升，加大新品种和新客户开发力度，加

大技改投入全面提升公司装备现代化水平，注重研发能力提升和正向设计能力建设，与公司本部互动做好

产能升级布局，以化解因客户单一业务依存度高易受下游客户市场业务波动大的风险，从而在战略上培植

和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天津工厂建设情况 

公司聘请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对天津工厂建设项目进行了项目可行性分析，根据市场需求对前

期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预估的项目投资额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编制了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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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研究报告，据此组织实施，天津工厂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预算为64308万元人民币，其中建设总投资

为62238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2070万元。 

    报告期内，天津工厂已取得了土地不动产权证、用地规划建设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完成

土建、钢构招投标工作，确定了中标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项目环评已通过专家审查评估，正在审批待

公示；能评、安（预）评、卫（预）评等各类评价已完成；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中。目前，厂房基础设施

工程、开工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预计8月份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即可进行大规模施工，下一步

将抢抓工期，目标2018年6月建成厂房与水电气等公用设施具备生产设备安装投产条件；与此同时，天津

工厂项目投资新购设备已着手组织洽谈订购，以满足天津工厂投产进度和产品开发的客户交付进度要求，

目标2018年三季度开始设备安装调试，四季度正式投产。 

（五）市场开拓落实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项目和新客户的市场开拓情况如下： 

公司本部：  

a、新立项的新产品项目有8项； 

b、处于样件开发阶段的项目有7项； 

c、已完成样件提交/小批试生产的项目有31项 ； 

d、新增已进入量产的新产品项目9项。 

宁波工厂： 

a、新立项的新产品项目有5项； 

b、处于样件开发阶段的项目有11项； 

c、已完成样件提交/小批试生产的项目有3项； 

d、新增已进入量产的新产品项目1项。 

    报告期内，公司在新能源车项目、自动变速器项目、出口项目和VVT项目上继续取得了突破，此外公

司与客户仍有一些新产品项目正在洽谈中，如新能源车电机轴、新能源电动车部件总成、外资和自主品牌

的自动变速器相关零部件项目、VVT项目等，这些新项目将会是公司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 

（六）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和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等各类项目立项申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614.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4%。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10件，其中发明专利3件、实用新型专利7件，获授权发明专利3件。截止报

告期末，公司拥有有效专利90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32件（包括PCT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专利各1件）、

实用新型专利58件。 

1、报告期内授权专利清单：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专利权人 授权日期 

1 
测量金属热成形界面传热系数的装置及

方法 
发明 ZL201510012066.7 上海交大、精锻科技 2017.01.11 

2 轴套端部三面齿冷挤压成形模 发明 ZL201510255952.2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1.11 

3 机械零件内孔相邻沉槽间距计量检具 发明 ZL201510619352.X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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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申请专利清单：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期 

1 
机械零件孔内环凹槽宽度尺寸定量测量

装置 
发明 201710158671.4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3.17 

2 齿轮内孔环凹槽与外端面直线距离检具 发明 201710158655.5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3.17 

3 VVT锁止机构在线检测装置 发明 201710480120.X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6.22 

4 
机械零件孔内环凹槽宽度尺寸定量测量

装置 
实用新型 201720259568.4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3.17 

5 齿轮内孔环凹槽与外端面直线距离检具 实用新型 201720259524.1 精锻科技、齿轮传动 2017.03.17 

6 OCV电磁阀总成的组装装置 实用新型 201720259562.7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3.17 

7 自带配重系统的多功能简易摇臂搅拌机 实用新型 201720259561.2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3.17 

8 汽车PWM电磁阀用动铁芯精密压装机 实用新型 201720259523.7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3.17 

9 VVT锁止机构在线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720731423.X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6.22 

10 RDP锁销间隙自动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720731028.1 精锻科技、宁波电控 2017.06.22 

报告期内，公司对照国家、省、市关于推进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各类项目申报立项文件规定和项

目申报指南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科技项目、技改项目、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示范应用

项目、人才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等上争项目的立项申报和推进实施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被中共泰州市姜堰区委和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联合表彰为“工业入库税收特别贡献企

业”、“科技创新杰出贡献企业”、“外经贸先进企业”、“人才强企先进单位”。“轿车齿轮精密锻件下料热处

理技术改造项目”被评为姜堰区十佳技术改造项目；“奥迪自动变速器空心轴项目开发”项目被泰州市科学技

术协会评为2016年“讲理想、比贡献”优秀项目；公司被评为“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公

司入选“江苏省百强创新型企业”名单、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优秀企企业－智能制

造先进企业”；公司获得2017年度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重点项目立项，并获得100万元奖励资

助；公司申报的“电子差速锁组件”荣获江苏省装备制造业专利新产品金奖，齿轮传动申报的“DL382自动变

速器轴类件”荣获江苏省装备制造业专利新产品优秀奖；公司申报的“电子差速锁组件”获得江苏省专精特新

产品立项公示。 

（七）人力资源开发和员工队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新招录本科生18名，报告期末公司用工总人数合计1751人。 

报告期内，为满足客户交付需求，快速扩大产能，公司本部与劳务公司合作，在非关键岗位使用劳务

派遣技工人员约163人，经过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和师徒结对作业指导，有效地提升了出产总量，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产品对外交付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在职员工有119名常州大学联办大专班学员在读，有59名江苏大学联办本科班学员在

读。 

通过上述人才招聘和培养，外加劳务外包基本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八）持续改进、难题攻关、新品开发和节材降耗项目立项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准时交付，持续改进，降低生产成本，

减少客户抱怨，提升客户满意度，积极组织开展项目招标评比立项工作，公司本部和齿轮传动初步确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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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级持续改进项目340项、技术转型升级项目12项、难题攻关项目9项、新品开发项目40项、节材降耗

项目35项；宁波电控初步确定年度公司级持续改进项目13项、难题攻关项目6项、管理提升项目6项、新品

开发项目11项；上述项目明确了考核要求，目前各项目都在有序推进和实施中。与此同时分别制定和发布

了公司本部和齿轮传动、宁波电控2017年度增产降本增效考核激励办法，使得年度任务目标早布置有落实

有措施有考核。 

（九）信息化管理建设情况 

   1、 ERP项目实施推进 

    公司本部ERP优化项目已于2017年6月全面上线，本次ERP项目搭建了基于集团公司管控架构和内部交

易的管控平台，为公司目前和后续业务搭建了系统科学的管控体系。报告期内，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完成

了系统解决方案的设计工作、系统相关主要流程的设计、业务蓝图设计、CRP测试脚本上线切换方案、上

线任务清单、上线支持流程、上线盘点方案等内容，实现了本部三个工厂在半成品、成品、材料等多个环

节的内部交易与工序协作，每个车间通过内部订单和仓储管控实现内部的工序与材料的精细化管控。  

   2、 PLM项目实施推进 

    公司本部全面启动并积极组织实施西门子工业软件TeamCente PLM项目。报告期内，PLM项目已顺利

完成前期方案设计、系统设计和系统构建等基础工作，现已进入系统功能测试阶段。 

（十）公司战略性新业务新项目和并购项目推进计划 

公司本部第四厂区“新能源汽车电机轴、铝合金涡盘精锻件制造项目”和“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一期）”的厂房土建、钢结构施工已完成招标并确定施工单位，厂房主体已开始施工，计划2018年5月份

完工交付使用；项目所需的部分采购周期相对较长的关键加工设备和试验设备已经落实采购合同，其它相

关设备将根据项目进度要求同步落实选型采购，该项目将加快建设进度，力争2018年7月建成投产，从战

略上把握发展先机，为2018年公司业绩更好成长多作贡献。 

2017年3月28日，公司与东风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拟以现金方式增资东风（十堰）精工齿

轮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精锻科技持有目标公司70%的股权。2017年4月，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及评估机构对东风（十堰）精工齿轮有限公司、武汉精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了尽职调查。但由于双方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对尽调结果形成结论，导致未能按期达成正式的投资协议，根

据双方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2017年7月30日前未能达成最终交易协议，该协议自动终止。公

司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通过审慎分析论证，决定终止《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

向性协议，协议尚未实施履行，终止该协议对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无重大影响。下一步公司将继

续推进中国中西部和海外发展的战略布局，继续进行中国中西部和海外选址建设生产基地的可行性论证，

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客户需求。 

为满足公司未来发展战略需要，2017年6月26日，公司与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协议

书》，在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公司本部南侧新征工业用地149亩，作为公司新项目建设用地，投资新能

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该项目公司还需做进一步的项目可行性方案论证和项目建设上报政府主管部

门备案核准工作。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好本部精锻科技产业园区的规划布局，谋求公司现有核心业务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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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模具车间扩建等新项目投资发展储备用地。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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