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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90              股票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7-046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事项及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

请已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433 号）。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公告了《2017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7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2.35 万元，同比下降 94.50%；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3 万元，同比下降

100.07%。公司就 2017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一、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公司 2017 年 1-6 月业绩下滑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主要财

务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7,166.36 80,857.33 -23,690.97 -29.30% 

减：营业成本 44,285.65 59,364.53 -15,078.88 -25.40% 

税金及附加 1,395.98 192.03 1,203.95 +626.96% 

销售费用 2,700.92 2,660.37 40.5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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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0,206.08 8,291.45 1,914.63 +23.09% 

财务费用 278.87 903.06 -624.19 -69.12% 

资产减值损失 -215.54 1,575.59 -1,791.13 -113.68% 

加：投资收益 -120.05 20.28 -140.33 -691.95% 

其他收益 1,912.16 - 1,912.16 +100.00% 

营业利润 306.51 7,890.57 -7,584.06 -96.12% 

加：营业外收入 760.19 2,149.00 -1,388.81 -64.63% 

减：营业外支出 18.45 5.23 13.22 +252.70% 

利润总额 1,048.25 10,034.35  -8,986.10 -89.55% 

减：所得税费用 2,446.52 1,674.67 771.85 +46.09% 

净利润 -1,398.28 8,359.68  -9,757.96 -116.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82.35 5,137.58 -4,855.23 -94.50% 

（二）公司 2017 年 1-6 月业绩下滑的原因 

1、营业收入及营业毛利下降 

公司 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7,166.36 万元，较 2016 年 1-6 月减少

23,690.97 万元，同比下降 29.30%；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毛利 12,880.71 万

元，较 2016 年 1-6 月减少 8,612.09 万元，同比下降 40.07%。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及毛利大幅下降的原因为：受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调整影响，公司 2017 年上半年锂电池业务产销量大幅下滑，产品售价有所

下跌，导致其锂电池、电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收入及毛利同比大幅下滑。 

公司 2017 年 1-6 月分产品销售收入、毛利情况及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种类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收入 毛利 收入 毛利 收入 毛利 

锂电池、电源系统及配

套产品 
15,384.47 3,808.85 58,192.34 16,440.85 -42,807.87 -12,632.00 

汽车模具 9,829.84 2,243.80 7,020.68 1,759.50 +2,809.16 +484.30 

汽车零部件 27,757.69 5,363.93 11,465.34 2,362.74 +16,292.35 +3,001.19 

数控加工 3,362.25 832.67 1,756.65 538.14 +1,605.60 +294.53 

其他业务 832.10 631.47 2,422.31 391.57 -1,590.21 +239.90 

合计 57,166.36 12,880.71 80,857.33 21,492.80 -23,690.97 -8,612.09 

公司 2017 年 1-6 月锂电池、电源系统及配套产品的收入和毛利较 2016 年

同期分别下降 73.56%和 76.83%，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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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2017 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客车产量

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2016 年 12 月 29 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

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补贴新政”），调

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落实推广应用主体责任、建立惩罚机制等。

2017 年 1 月 8 日，为适应补贴新政要求，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调整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2016 年发布的 5 批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以下简称“车型目录”）需要按照补贴新政

要求重新申报审查。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车型目录重申影响，2017 年 1-6 月，我国新

能源客车实现产量 12,269 辆，同比下滑 66.85%。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洛

阳）有限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为以客车为代表的新能源商用车，目前 95%

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新能源客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因此，2017 年 1-6 月公

司锂电池销售收入受下游新能源客车产量下滑的影响较大。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我国新能源客车月度产量统计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2）中航锂电以新能源客车为主的产品结构，短期内业绩受补贴政策的影

响相对更大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按车型类别影响来看，无论退坡幅度，还是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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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车的影响都相对较大。一方面，相对 2016 年，乘用车补贴上限仅退坡 20%，

而 6-8m、8-10m、10m 以上纯电动客车补贴上限退坡分别达 64%、50%和 40%；

另一方面，从整车能耗、续驶里程、电池性能、安全保障等技术门槛方面，客车

的标准提升相对更大，尤其是关于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更高要求对电池厂商产线

技术改造的影响较大。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目前产品 95%以上配套客车，公司新建的三元材

料产线需要 2017 年下半年才能逐步释放产能，未来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实现销

售。因此，2017 年上半年公司以客车为主的产品结构也导致公司业绩受补贴新

政的影响相对较大。 

（3）受车型目录重新申请和产线改造的双重影响，公司 2017 年上半年锂

电池产品产销数量大幅下滑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公布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积极推进产品配套车

型目录申报审查工作。按照下游新能源汽车客户申报工作的实际进度，2017 年

一季度工信部公布的第 1 批、第 2 批车型目录中，中航锂电无产品配套车型进

入车型目录。受此影响，2017 年一季度中航锂电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73.98%，

已实现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军品和出口销售。2017 年二季度，中航锂电有 24 款产

品配套车型进入车型目录，随着重新申请车型目录工作的顺利推进，公司锂电池

业务订单已开始逐步恢复。然而，从产品目录的确定到配套产品的签署订单、生

产、销售尚需一定时间，由于中航锂电从二季度开始才有配套产品陆续进入车型

目录，4-6 月大部分时间仍然处于恢复订单、安排生产阶段，因此上半年销售收

入出现大幅下滑。 

此外，受产线改造影响，公司锂电池主要生产线的投产计划及产能释放有所

延后也进一步影响了公司上半年锂电池的产销量。补贴新政提高了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的技术标准，尤其是对能量密度的要求更高，且行业内推广锂离子动力电

池系统标准箱，公司主要锂电池产品的能量密度、外观尺寸等需要按照新的技术

标准进行产线改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从 2017 年初开始陆续对主要产线

按照新的技术要求进行改造，截至 2017 年 3 月底，改造工作已经阶段性完成。 

综合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17 年 1-6 月锂离子动力电池的产量和销量分别



5 

比 2016 年同期下降了 53.26%和 67.80%。 

（4）受新能源客车补贴大幅退坡的影响，公司锂电池产品价格及毛利率有

所下降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实施后，下游新能源整车厂将部分成本上升转嫁给电池

厂商，使公司产品价格有所下降。短期内，由于上游原材料供求关系仍相对平衡

或偏紧，原材料价格相对坚挺或下降幅度较锂电池产品幅度小，挤压公司产品毛

利率。2017 年 1-6 月，公司锂电池产品销售单价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了约 10%，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28.25%下降至 24.76%。 

2、管理费用增加 

公司 2017 年 1-6 月管理费用为 10,206.08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1,914.63 万元，增幅为 23.09%。管理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中航锂电上半年研发

费用增加所致。 

二、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 

公司锂电池业务经营状况自二季度起持续改善，目前经营状况稳定。一方面，

重新申请车型目录工作进展顺利，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已有

26 款产品配套车型进入车型目录，二季度起，公司锂电池业务订单及收入已开

始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中航锂电主要电池生产线已于 2017 年 3 月底完成阶段

性改造，锂电池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目前产品销售需求。 

除锂电池业务外，公司汽车模具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及数控加工业务 2017

年上半年均实现了营业收入、毛利同比增长，目前上述业务仍经营稳定。 

三、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影响因素正逐步消除，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未来还会维持持续增长趋势 

2017 年 2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促进汽

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产业发展环

境、发挥产业联盟作用、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等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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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升我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

续方案。同时，随着 2017 年重审后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车型目录陆续公布，尚处

于政策消化期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将逐步回归理性成熟，行业仍将维持高景气增长

周期。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17 年新能源汽车的全年销量将达 80 万辆左

右，同比增幅逾 50%。2017 年 4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印发的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生产将达到3,500

万辆左右，其中新能源汽车生产 700 万辆。因此，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及支持下，

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将维持高增长，锂离子动力电池需求仍然较大。 

截至本公告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目录》已经连续发布了 7 批，随

着其每月发布频率趋于常态化，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进入补贴目录，新能源汽

车市场逐步回暖。据工信部统计，2017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约 5.9 万辆，环

比增长 31%。另外，伴随着新能源客车需求的释放，新能源客车的产量正在提

高，6 月份的新能源客车产量约为 6,888 辆，环比增幅高达 249.11%。 

从长远来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是一个确定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点：（1）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从政策上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予以支持，个别国

家甚至从法律层面要求未来新能源汽车逐步取代燃油汽车；（2）从市场和产业配

套来看，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政策支持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些年，政府通过补

贴的形式培育了一批大型新能源汽车企业，并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

提高了社会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3）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具有产业优

势，无论是上游原材料的开采，还是下游生产端乃至销售端的开发，整个新能源

产业链处于一个闭环状态，随着时间推移，产业链的形成将会越发稳定。 

此次行业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是终结目前市场无序竞争、企业资质与技术参

差不齐的不利局面，最终要保留的是既掌握先进技术，又拥有商业思维，同时还

具备资金实力的优质企业。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 

（二）公司锂电池业务下半年将逐渐恢复增长水平 

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车型目录申请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产线改造

工作阶段性完成，从 2017 年二季度起，中航锂电锂电池销售订单及收入正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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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但考虑产品配套车型进入车型目录至中航锂电与整车厂签署订单、生产、

销售尚需一定时间，且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使公司锂电池产品价格出现下降，而

短期内上游原材料价格有上升趋势，导致公司锂电池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从

2017 年三季度起，随着车型目录重新申请、产线改造等对业绩影响因素的逐步

消除，新能源客车产量的逐步提升，公司锂电池产品的结构性改善，公司在乘用

车、储能及低速车等市场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预计公司经营业绩将逐步恢复增

长趋势。2017 年 6 月，中航锂电当月实现锂电池销售收入 5,763.26 万元，环比

增长 186.63%。 

（三）公司积极布局三元材料电池，产品转型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预计未来五年，随着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加速增长，三元材料电池的应用比

例未来将快速提升。经过多年发展积累，公司目前具备三元材料电池的研发能力

及技术储备，并已形成年产能约 1.7 亿瓦时的三元材料电池生产能力。2017 年

上半年，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江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航锂离

子动力电池项目”一期工程已基本建成，未来将新增三元材料电池产能约 10 亿

瓦时；同时，上述项目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预计 2018 年底全部建成，该项

目设计产能为 50 亿瓦时，产品全部为三元材料电池。随着公司三元材料电池产

能的逐步释放以及市场销售的逐步实现，将有效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 

四、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披露的 2017 年一季度报告中，对 2017 年 1-6 月

的业绩预计为：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0%

至-50%。业绩变动的原因为：“受行业政策影响，预计 2017 年 1-6 月锂电池销

量同比下降，收入相应降低，同时，锂电池售价下跌致使毛利率下降，使得公司

总体经营业绩下降。” 

公司在一季报披露后，发布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动事项及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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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司积极采取措施，目前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车型目录申请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进展，产线改造工作已阶段性完成，锂电池销售订单及收入正逐步恢复，

业绩下滑主要影响因素正逐步消除，但公司未来仍可能面临锂电池下游市场需求

增长不及预期导致销售订单及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下降幅度及速度低

于预期或通过技术进步、产品规模效应等难以消化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导致锂电

池产品毛利率持续下降等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未来仍出现波动或下

滑。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

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

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有关规

定，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 2017 年 1-6 月业绩下滑主要系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

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需重新申请车型目录、按照新的技术标准进行产线改造等，

短期内锂电池业务销售订单及收入大幅下滑所致。 

2、公司和保荐机构在发审会前按照相关法规的披露要求对公司业绩下滑所

带来的经营风险作出了充分的估计和详细的披露。 

3、虽然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仍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公司经营情况未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锂电车型目录申请

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产线改造工作阶段性完成。从 2017 年二季度起，中航

锂电锂电池销售订单及收入正逐步恢复。长期看，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所带来的

短期业绩影响因素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未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及效

益预测情况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将继续实施本次募投项目，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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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不构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障碍。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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