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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18-013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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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21,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9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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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飞凯达 股票代码 00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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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东挺 金丽斌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仙华南街 800 号 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仙华南街 800 号 

电话 0579-82239001 0579-82239001 

电子信箱 jfkd@jinfei.cn jfkd@jinfei.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设立时主要生产经营铝合金车轮产品，公司主

要产品为汽车铝合金车轮、摩托车铝合金车轮。公司汽车铝合金车轮产品销售面向OEM市场和AM市场。在OEM市场，公

司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神龙汽车等国内知名汽车整车制造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配套关系。在AM市场，公司产品覆盖了

北美、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摩托车铝合金车轮领域，公司摩托车铝合金车轮与国际、国内各主流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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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车品牌相配套，包括国外的印度本田、印尼铃木以及国内的大长江、五羊本田等。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均未发

生重大变化。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订单拉动式生产模式，公司所需原材料主要为铝合金。在销售模式上，在OEM市场，公司作为

整车制造商的一级供应商，产品直接销售给汽车制造商。在AM市场，公司主要通过展会、网络等渠道了解到客户信息并与

客户进行接洽，一般会邀请客户到公司考察，经客户初步评审认可，进行初步报价，或者针对客户的新品进行报价，报价通

过即可签订合同，正式进入新品开发阶段。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处于的铝合金车轮行业，属于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与汽车及摩托车行业的景气程度密切相关，其周期性基本与

汽车及摩托车行业周期性同步，产品市场需求受宏观经济、汽车及摩托车行业需求变化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密切

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根据董事会的决策部署，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努力提高研发能力，优化市场布局，深化内部管理，

实现营业收入的增长。 

经过多年经营发展，公司已成为铝合金车轮行业重要企业之一，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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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580,295,132.27 2,294,193,121.60 12.47% 2,131,757,41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76,451.18 73,112,501.02 -16.74% 57,484,78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10,771.33 56,001,326.82 -45.34% 36,159,66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431,259.89 163,992,427.11 -210.02% 258,543,91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44 -31.82%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44 -31.82%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9% 13.26% -5.57% 11.8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808,946,414.91 2,901,860,204.52 31.26% 2,761,461,85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8,108,899.11 588,390,867.09 54.34% 514,523,930.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5,028,831.18 623,898,642.00 564,380,359.59 866,987,29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62,186.33 19,858,397.21 5,982,545.84 20,773,3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86,180.88 13,618,708.02 -12,358,063.91 16,463,94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22,527.89 -233,581,246.29 -41,951,864.53 81,179,323.0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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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6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59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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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飞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2% 84,660,000 84,660,000 质押 30,112,800 

君润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4% 41,500,000 41,500,000   

金华市瑞琪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4% 27,556,000 27,556,000   

北京邦诺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6% 7,444,000 7,304,000   

金华易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4,980,000 4,980,000   

#雷隽 境内自然人 0.80% 1,768,000    

康宇 境内自然人 0.29% 640,000    

沈永仙 境内自然人 0.15% 334,000    

金敬知 境内自然人 0.14% 315,000    

大有期货有限

公司－大有期

货－红海量化

打新 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13% 28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对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瑞琪投资有限公司有实际控制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雷隽所持的 1,768,000 股份中有 1,768,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其

余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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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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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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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17年，汽车产销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同比增长3.19%和3.04%。在宏观经济形

势好转的情况下，摩托车市场需求提升，行业产销在连续五年下降后止跌回升。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7年，摩

托车产销完成1714.57万辆和1713.49万辆，比上年增长1.93%和1.99%。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立足于

主业，紧紧围绕2017年度经营计划书确定的各项目标与重点工作计划要求，把握市场发展机遇，优化市场布局，明确发展目

标，强化发展措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029.51万元，同比上年增加28,610.20万元，增幅12.47%，公司实现净利润6,340.33万

元，同比2016年减少1,257.89万元，同比减少16.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7.65万元，同比减少16.74%。 

报告期内，公司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生产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有效推进云南、宁夏两个生产基地的建设，为报告期内主营产品产销量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进一步

提升了企业发展空间，促进产业布局优化。销售方面，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优化市场布局。汽轮产品外销市场销售量稳

中有升，其中北美、欧洲以及俄罗斯市场增幅较大，澳大利亚、东南亚以及日本市场销量呈下滑趋势；内销市场销售量与上

年基本持平。摩轮产品销售量增长较多，其中外销市场主要得益于印度市场增幅较大，但东南亚市场呈下滑趋势，内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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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长江、五羊本田等主要客户的销售量增加。电轮产品受电动自行车行业整体不景气因素影响，呈

下滑趋势。 

2、技术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6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本年度共授权专利 99项，其中发明

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13 项，发明专利累计授权15 项。 

3、质量方面 

公司极为重视产品的质量，建立了包括质量管理、质量检测、售后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严格

做到制度化、程序化。通过精益生产，改善工艺流程，合理优化人员结构，提升生产订单及时完成率。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各

类体系建设要求，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同时继续推行持续改进和精益生产，从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公司管控能力，

继续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被工信部授予“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以及“金华市工业互联网企业”、“两化融

合贯标管理体系认证单位”等荣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财务管理和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数据准确性

和完整性。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公司坚持多种措施人才引进及绩效激励机制。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一系列活动和培训切实提

高员工职业素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人才队伍的稳定。在十九大会议召开期间，响应党委号召，组织开展“喜迎十

九大、今飞在行动”活动，进行系列报道宣传，激励员工立足本职工作，争创先锋、争当先进。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

反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扶贫、助残、助学及慈善活动。 

5、资本运作方面 

2017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4月18日公司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启了对公司有非凡

意义的新的征程。新的平台提升了品牌价值，为公司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对公司资本运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和要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轮 1,710,944,066.92 327,043,526.24 19.11% 8.20% 3.44% -0.88% 

摩轮和电轮 767,769,758.59 76,571,763.70 9.97% 25.24% 8.85% -1.5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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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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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64,643.20元，营业外支出0.00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64,64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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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云南今飞摩托车配件制

造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年7月31日 10,000,000.00 100.00% 

（二）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浙江今飞电动车轮有限

公司 

清算子公司 2017年9月1日 17,617,042.66 417,042.70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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