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48                                公司简称：长春一东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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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春一东 600148 离合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东毅 邢颖 

电话 0431-85158520 0431-85158570 

办公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2555号 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2555号 

电子信箱 600148@ccyd.com.cn 600148@ccyd.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33,238,480.75 952,371,248.00 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2,537,528.09 376,016,326.90 4.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235,723.95 27,476,550.3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01,535,314.59 265,680,742.02 5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67,078.06 2,277,395.44 57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37,738.91 2,278,974.83 58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2 0.63 增加3.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93 0.016 58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93 0.016 583.12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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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2.07 45,378,919 0 无 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23.51 33,277,531 0 无 0 

王文 未知 0.23 325,992 0 无 0 

杨风 未知 0.23 324,100 0 无 0 

邹予希 未知 0.20 290,000 0 无 0 

邹友能 未知 0.19 266,800 0 无 0 

黄咏梅 未知 0.14 200,000 0 无 0 

马志斌 未知 0.13 186,200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

鑫 2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未知 0.13 183,600 0 无 0 

李昂 未知 0.12 166,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上半年，汽车产销同比增速比同期有所减缓，其中乘用车产

销增速同比下降明显，商用车增速明显高于同期。汽车产销 1352.58 万辆和 1335.39 万辆，同比

增长 4.64%和 3.81%，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 1.83 个百分点和 4.33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1148.27

万辆和 1125.30 万辆，同比增长 3.16%和 1.61%，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 4.16 个百分点和 7.62 个百

分点；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销售 539.91 万辆，同比下降 3.17%；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销售 452.67 万辆，同比增长 16.83%；多功能乘用车（MPV）销售 101.05 万辆，同比下降 15.78%；

交叉型乘用车销售 31.67 万辆，同比下降 25.28%。 

商用车产销 204.30万辆和 210.09万辆，同比增长 13.80%和 17.3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 12.30

个百分点和 15.52 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细分市场可以看出，2017 年上半年汽车市场的好转给公司带来机遇，特别是乘用车

和商用车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0,153.53万元，同比增长 51.13%；实现营业利润

2,984.56万元，同比增长 126.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46.71万元，同比增长 579.16%。

虽然经营业绩有所提升，但市场形势的多样化，且对于公司自身所处的行业--传统离合器产业正

面临着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公司还需要进一步： 

市场结构继续调整：公司管理层继续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提升离合器产品的技术升级，抢

市场、占份额，提高商用车市场占有率。继续对乘用车产品的开发，将重点放在附加值较高、利

润较大的轿车产品开发上，公司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机遇，开拓离合器的国际市场，提高公

司的竞争力。 

技术研发：公司开展技术咨询、协同开发工作，研发体系不断完善，提高了研发人员的正向

开发能力。招聘具有合资企业背景的离合器专业人才，重点研发轿车和前瞻性产品，利用地缘优

势，成立产品研发问题解决平台。紧跟离合器行业技术发展方向，深度研讨 DCT、AT、自调整等

离合器先进技术，实现创新驱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上半年，公司在苏州设

立了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研发中心”，其设立目的为基于公司长远战略布局考虑，

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促进公司发展，加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精益管理方面：一方面通过导入 Oracle ERP，极大的发挥了大物流体系的作用，促进了管理

不断革新，较好的实现了由职能化向流程化架构转变、由领导导向向业务导向转变、由解决问题

向体系化管理的转变。另一方面推进精益研发，提升研发质量，公司以点带面的提升品质，使得

从研发、工艺、设备、外购件、过程控制等方面体系化持续改进，且改善效果显著。公司持续深

化质量体系，强化工具的运用，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4主营业务分析——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01,535,314.59 265,680,742.02 51.13 

营业成本 283,179,404.83 181,342,707.55 56.16 

销售费用 33,710,211.78 28,594,036.95 17.89 

管理费用 44,334,298.18 37,876,623.87 17.05 

财务费用 -12,240.34 1,401,051.9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35,723.95 27,476,550.3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8,604.02 -2,693,043.00 29.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69.38 -13,684,684.37 99.787 

研发支出 15,711,596.92 13,932,318.11 12.7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离合器产品及翻转机构产品销量均有增长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收入增加，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收入增加，运费及按比例计提的销售服务费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究开发费用投入及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贷款利息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付款大多为承兑汇票，到期应付金额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购置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同期偿还短期贷款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究项目增加，研发费用总额增加 

 

3.5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均为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主要以生产商用车配套产品为主，是国内重型车离

合器配套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公司目前在重型车配套领域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较

高，在某些车型可实现独家配套。随着行业竞争格局愈加激烈，本公司具有以下的核心竞争力： 

1、市场优势：公司坐落于汽车之城长春市，拥有地缘优势。公司不仅为国内五十余家整机厂

配套供货、销售市场辐射全国，并积极与省市外贸管理部门沟通，公司有专业的对外贸易部门，

从事产品出口业务，目前产品在俄罗斯等销售额稳定增长。公司将继续对国外市场进行新的开发，

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加强贸易合作。 

2、研发优势：公司研发中心被评为国家级技术中心，并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公司是中国汽

车离合器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拥有多项行业领先发明专利。国内首家引进 NVH检测设备，

进行实车 NVH数据采集和分析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解决整车异响与振动问题。通过踏板力检测

设备，采集数据并分析，优化离合器的踏板舒适性。 

3、试验能力优势：公司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离合器产品试验室，具备行业标准要求的试验能

力，且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实验室具备模拟整车的实验能力，可以监测离合器从结合到分离的过

程中温度、扭矩、摩擦系数等变化的数据，以及获取分离特性曲线等试验检测能力。 

4、行业地位优势：公司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离合器委员会理事长单位，是中国汽车离合器行

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拥有多项行业领先发明专利。 



5、生产能力优势：公司现有生产设备五百余台、试验设备一百余台。关键设备分别从奥地利、

意大利等国家引进，在离合器盖冲压成型、膜片弹簧热处理成型、总成装配及在线检测等方面，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公司围绕冲压、热处理、装配等核心工艺，提高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和在

线检测能力，先后建成了自动化冲压线，膜簧热处理工艺一个流自动化生产，半自动化装配线及

其他自动化设施，大幅提高了自动化水平。 

    6、管理优势：报告期公司全面推行了 Oracle ERP 系统并成功切换，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建

设，极大的提高企业的业务管理能力。借用 ISP供应商门户一方面实现了采购过程精细化管理、

建立了具有汽配行业特性及面向后市场的销售管理体系和全新的计划生产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实

现了汽配行业先进的大物流生产管理模式，促进了内外部资源协调和利用，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

和管理效率。 

 

3.6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子公司一东汽车零部件本期净利润同比上升 57.70%，主要原因上半年重卡市场整体向好，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较大。 

    子公司沈阳一东四环本期净利润同比下降-39.99%，主要原因由于市场变化，主营业务产品结

构发生改变，产品利润空间降低。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