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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17-35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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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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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物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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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吉杰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晖中街 56号曙光国际大厦 1栋 20 层 2028 号  

电话 028-67691568  

电子信箱 ginnyjijie@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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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66,808.53 274,764,075.99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48,977.44 16,629,597.20 3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2,296,590.20 16,419,694.30 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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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422,828.01 41,152,426.14 -4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3.0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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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899,428.04 996,014,404.13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4,517,678.59 572,868,701.15 3.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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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74% 138,816,000 85,287,90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2,586,309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5,800,082 0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东方

新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5,253,990 0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元亨

利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4,001,158 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

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7% 3,463,800 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975,000 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974,010 0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950,684 0   

胡客满 境内自然人 0.60% 2,712,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为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胡客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22,9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90,0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2,712,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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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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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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把握宏观经济和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照年初确定的经营思路和目标，曲轴产

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6%和 14.21%，实现营业收入 31,846.68 万元，同比增长 15.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4.90

万元，同比增长 3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9.66 万元，同比增长 35.79%；公司资产总

额 103,589.94 万元，同比增长 4.00%。 

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 

（1）扎实推进固老、拓新营销策略，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一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客户为立足点，以高质量产

品为保障，紧盯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深化客户沟通，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竭力跟上客户需求增长的步伐，稳固老客户；

二是积极拓展新客户、开发新产品，加快新客户、新产品量产，扩大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曲轴销量同比增长 14.21%，

曲轴销量占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的 21.59%，同比增加 1.8 个百分点。 

（2）快速实施技术改造，品质保障能力持续提高。对标行业先进装备，加快传统生产线的数控化、智能化改造步伐，

有序推进数字化车间建设。报告期内，完成一条曲轴生产线改造，尚在实施两条曲轴生产线改造。同时，继续优化生产要素

和资源配置，提高产线稼动率，深入开展“品质提升劳动竞赛”，确保品质和产能满足客户需求。 

（3）持续工艺变革和技术创新，提质、增效取得成果。坚持不断地优化、完善工艺装备水平，通过推行立式加工中心、

改造油孔专机和连杆颈车床、采用沉槽车刀和成形桶刀等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提质、减人、增效效果。同时，与多所校企合

作在“波纹度”研究、“弯扭疲劳试验”、“物流自动化 AVG”、“在线数字化检测”等项目上也取得一定成果。 

（4）深化管理，持续改善，提升软实力。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对标管控，实施持续改善。通过完善、运行 KPI 考核体

系，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通过推进 IATF16949:2016 体系换版，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通过 EHS 体系建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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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作业环境明显改善，加强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通过实施资金（费用）预算管理和核算分析制度化、规范化，强化了成本、

费用控制；通过坚持开展内部审计，确保了内控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降低了营运风险。 

（5）深入开展职工素质培训，提高职工综合素质。通过内部培训、外委培训、联合培训等方式开展了职工培训，其中

内部培训 600 余人次，外委培训 700 余人次，与高校共办的“金鸿曲轴大专班”、“在职研究生班”分别完成课时 84 小时和

60 小时，为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公司发展的“工匠”能手，建设一支能力强、技术精、素质高的员工队伍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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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会计准则第十八条之要

求，公司将已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项目（从内江市财政局获得的“轿车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补助”）对应

递延收益摊销额的列报方式进行了调整。鉴于该项目属于“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

报告期末递延收益摊销额 30,000 元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比较期间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的净利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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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广彤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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