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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8-068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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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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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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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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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电机   股票代码 0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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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杰明 肖亮满 

办公地址 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电话 0760-88555306 0760-88555306 

电子信箱 bear@broad-ocean.com xiaoliangman@broad-ocea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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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32,239,858.73 3,966,282,738.63 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804,318.16 145,034,299.61 -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846,261.02 123,708,020.52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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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9,316,508.30 -89,296,835.31 41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 1.67%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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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0,246,790.89 17,067,880,869.67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40,399,474.20 9,133,016,592.8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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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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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楚平 境内自然人 31.85% 754,953,032 566,214,774 质押 309,101,400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5% 150,636,573 150,636,573   

徐海明 境内自然人 6.23% 147,683,600 110,762,700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86,180,000 71,910,000   

鲁三平 境内自然人 3.37% 80,000,000 0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48,408,876 48,408,876   

彭惠 境内自然人 2.03% 48,090,000 36,067,50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40,940,000 0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32,272,584 0   

鼎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24,975,0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鲁楚平先生与彭惠女士系夫妻关系；鲁楚平先生与鲁三平先生系兄弟关

系；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和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未能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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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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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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全球复苏态势出现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良好，欧洲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风险加大，

国际贸易摩擦升温，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公司在上述经济环境下，继续深入挖潜，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精益生产，在充分发挥公司研发优势及产业化优势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积极实施产业战略布局，构建完善的产业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3,223.99万元，同比增长6.71%，营业利润13,349.73万元，利润总额15,939.54万元，净利

润11,836.74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80.4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4.08%、16.39%、23.22%、

23.60%。  

    （2）建筑及家居电器电机发展情况 

在经历了2017年高速增长后，2018年上半年空调行业仍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受到2017年透支未来需求、房地产限购政

策、原材料价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比增速出现明显下降。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智能空调的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HM事业部提升了新品的开发速度，进一步满足市场及客户对新品开发交样的时效性，同时开展车用空

调风机、引风机及其控制器一体化等新产品的开发，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上半年HM事业部在产销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的

情况下，通过产品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2,373.44万元，同比增长2.40%。 

    （3）车辆事业集团的发展情况 

为加快产业优质资源整合，发挥公司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益，强化集团核心竞争能力，公司于2017年开始

将旗下上海电驱动、北京佩特来、芜湖杰诺瑞、大洋电机新动力整合为大洋电机车辆事业集团，充分运用各公司在车辆行业

包括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积累及丰富经验、品牌影响力、精益生产能力、市场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优势，合力促进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拓展。报告期内，公司在德国著名的汽车工业之城斯图

加特设立了研发中心，将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汽车行业资源，进一步提高公司车辆事业集团在研发、管理及运营等方面的水

平，获得国际先进的汽车行业技术，提升公司在汽车行业的影响力。2018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开展车辆事业集团间各子公司

的资源整合，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报告期内，车辆事业集团两大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A、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的发展情况   

在补贴退坡和双积分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步从政策扶持向市场化迈进，国内外一线整车厂加快在新能源汽

车业务的布局与新能源车型的推广，一线车企的品牌影响力使得新能源汽车被多数消费者所接受，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与挑战。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41.3万辆和41.2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94.9%和111.5%。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184.85万元，同比增长59.08%。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整合车辆事业集团在研发、供应链管理、客户资源等方面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

提升公司竞争优势。通过中山、上海、底特律三地研发中心的协同研发，公司在产品研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在纯电动

产品方面，向多个整车厂推出了“二合一”、“三合一”的产品，协助客户优化供应链，降低采购成本；同时逐步将动力总成

产品进行规格化和系列化；在混合动力产品方面，开发了双电机集成控制系统、双电机双行星排商用车动力总成等产品。以

上产品在技术及性能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客户开发方面，公司充分发挥车辆事业集团的优势，实现客户资源共享，

在巩固原有客户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客户，进入了上汽荣威、长城汽车等供应商体系，取得了云度、电咖等互联网造车

新势力的订单；同时，公司与合资车厂的合作也取得成果，如泛亚汽车、东风雷诺等。此外，上海电驱动建设完成了年产50

万台套48V BSG系统的生产线，为产品量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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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与巴拉德的合作，开发新的氢燃料电池产品，积极开拓氢燃料电池市场，配套客户包括东风特

汽、中通客车、福田客车、佛山飞驰、晓兰客车等，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供货。此外，为寻求解决氢能储运瓶颈方式，

促进氢能利用走向实用化、规模化，加快氢燃料电池的推广应用，同时完善公司在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公司于2018

年初与全球氢气储运技术领导者之一的Hydrogenious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HT 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公司计

划将引进HT公司的LOHC储氢系统并在国内投入测试及使用。 

    B、车辆旋转电器业务的发展情况   

    车辆旋转电器业务充分发挥佩特来在品牌、技术、市场渠道、售后服务平台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芜湖杰诺瑞在成本控制

及精益生产方面的优势，促进车辆旋转电器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双方的合资公司芜湖佩特来在报告期内开始放量，协同效应

逐步凸显。 

    报告期内，佩特来联合杰诺瑞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并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打造产品竞争力，加快新一代发电机、起动机

产品的开发，继续拓展潍柴、玉柴、康明斯、云内动力、江淮、吉利、广汽等客户市场，并在美国、印度、白俄罗斯、俄罗

斯以及欧洲等国家地区均有新品处于量产、路试或验证；同时，在做好传统产品研发与销售的基础上，双方加强了在48V BSG

系统、新能源车辆动力总成系统等新产品的研发与开拓，为未来业务转型升级奠定基础。报告期内杰诺瑞取得了奇瑞汽车小

蚂蚁及教练车项目，预计将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上量。 

    报告期内，车辆旋转电器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1,819.0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4）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2018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在原有资产规模上加强车辆运营管理，加快新能源物流车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

车辆出租率，从而提高业务收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1,012.21万元，同比增长33.14%。同时，受推广费用、车辆折旧

等成本增加的影响，该业务报告期内暂未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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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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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山小蜜蜂物流 新设 2018年 2 月 7 日       1,040,820.00  51.00% 

大洋电机德国 新设 2018年 3 月 27 日  25,000.00（欧元）  100.00% 

东实大洋电驱动 新设 2018年 5 月 29 日      18,000,0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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