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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股份”或“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已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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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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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

要求，亚太股份现对公司从通过发审会审核日起至本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出具日

之间发生的 2017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情况说明如下： 

一、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说明 

（一）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公司 2017 年 1-6 月利润表主要科目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954,866,344.90   1,687,660,035.85  15.83% 

营业成本  1,636,991,803.33   1,385,939,058.27  18.11% 

税金及附加  15,129,111.81   8,447,634.66  79.09% 

销售费用  53,366,651.49   41,268,656.31  29.32% 

管理费用  154,266,030.06   124,077,396.67  24.33% 

财务费用  6,398,624.60   7,055,802.08  -9.31% 

资产减值损失  4,647,499.30   14,129,013.63  -67.11% 

投资收益  -6,679,474.56   4,376,901.97  -252.61% 

营业利润  84,672,772.56   111,119,376.20  -23.80% 

营业外收入  3,040,375.94   10,636,566.37  -71.42% 

营业外支出  4,716,820.76   2,330,320.63  102.41% 

利润总额  82,996,327.74   119,425,621.94  -30.50% 

所得税费用  14,970,701.67   16,628,490.76  -9.97% 

净利润  68,025,626.07   102,797,131.18  -33.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152,588.69   99,332,318.58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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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6 月，公司营业利润为 84,672,772.56 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23.80%；

利润总额为 82,996,327.74 元，同比下降 30.5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65,152,588.69 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34.41%。 

（二）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下滑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是

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在发审会之前，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17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中预计：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与去年

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20.00%至 20%之间；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披露的《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预计业绩进行了修正：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40.00%至 10%之间。 

公司已在本次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和 2017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对公司业绩

波动等因素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 

1、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汽车产业与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已成为国民

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公司的业务收入受汽车产销量的影响较大，而汽车产销量的

高低又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如果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汽车销量下滑，将

造成公司的订单减少、存货积压、货款收回困难等状况，因此公司存在受经济周

期波动影响的风险。 

2、国家政策调整的风险：2009-2010 年，国家实施汽车产业振兴政策，支持

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刚性需求被提前大幅释放。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交通、能源、环保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部分城市汽车“限购”、“限牌”、“尾号限

行”等限制措施实施，将会对汽车行业的快速增长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因此公司

存在受国家政策调整的风险。 

3、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内主要整车企业和

汽车制动系统生产企业不断扩大产能，导致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整车企业的产能

过剩将直接导致消费终端的价格战；与此同时，国际著名汽车零部件企业也陆续

https://www.soupilu.com/Home/FilingDetail?key=L18ksOTs5nnRipL/HUjzKgF6xNPIlR3HfZa469ZXsaVfvmhk25tRDg==&sector=1&ss=&cm=&cs=
https://www.soupilu.com/Home/FilingDetail?key=L18ksOTs5nnRipL/HUjzKgF6xNPIlR3HfZa469ZXsaVfvmhk25tRDg==&sector=1&ss=&c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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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资、合资、合资等方式在我国投资建厂。如果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

及时全面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将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4、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公司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中，国内配套市场均

保持 90%以上的比例，出口及售后市场所占比例较小，公司产品价格主要受国内

市场的影响。由于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激烈，整车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整车企业

将产品降价压力部分转嫁给零部件制造企业直接导致了汽车零部件价格下降，因

此公司存在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的风险。 

5、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板、生铁、铝材，产品

的毛利率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较大。如果主要原材料价格未来持续大幅波动以及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生产成本，因此公司存在毛利率进

一步下降的风险。 

（三）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 

1、2017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195,486.63 万元，同比增幅 15.83%；营

业成本为 163,699.18 万元，同比增幅 18.11%；2017 年 1-6 月毛利率为 16.26%，

较 2016 年 1-6 月毛利率 17.88%下降 1.62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生铁、钢板、铝型

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营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2、2017 年 1-6 月，公司销售费用为 5,336.67 万元，同比增加 1,209.80 万元，

同比增幅 29.32%，主要由于运费、租赁仓储费市场价格上升导致运输及仓储费

增加以及修理及三包费增加所致。 

3、2017 年 1-6 月，公司管理费用为 15,426.60 万元，同比增加 3,018.86 万元，

同比增幅 24.33%，主要原因为：公司为持续推进技术升级、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新增前瞻技术项目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导致技术开发费增长较

多；公司为保持薪酬体系的竞争力，适度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导致工资及附加费用

增加。 

4、2017 年 1-6 月，公司投资收益为-667.95 万元，同比减少-1,105.64 万元，

同比降幅-252.61%，主要原因为：公司的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经营亏损；前次非

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大幅减少，从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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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四）相关影响因素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及公司研发投入增多等因素的影响，公司预计 2017

年 1-9 月业绩较上年同期仍将存在一度幅度下滑，公司在《2017 年半年度报告》

中对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预计如下：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0.00% 至 0.00%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7,484.06 至 12,473.44 

2016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2,473.44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不属于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

不利变化。目前，亚太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各项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正在有序推进中，基于目前情况预计公司未来经营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五）相关影响因素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年产 15 万套新能源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底盘模块技

术改造项目和年产 100 万套汽车制动系统电子控制模块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年

产 15 万套新能源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底盘模块技术改造项目符合公司进入新能源

汽车领域实现突破发展的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制造水平，巩固公司市场领先

地位；年产 100 万套汽车制动系统电子控制模块技术改造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丰富

公司产品结构，完善公司的制动系统配套体系，进一步奠定公司的行业优势。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和提高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公司的转型升级。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无重大不利影响，且增加研发支出投入有助于提高公司技术水平和增加技术储

备，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上述事项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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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上述会后事项进行了自查。经自

查，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波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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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盖章页）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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