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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8-060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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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扬 股票代码 00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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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雷刚 蒋昊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3999 号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3999 号 

电话 0579-82216776 0579-82216776 

电子信箱 zlg@zjwly.com scu_jh@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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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166,761.52 2,688,933,845.41 -1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042,086.43 421,496,753.51 -3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4,711,259.14 346,061,956.78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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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537,556.50 168,599,321.66 5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1 -3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1 -3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7.3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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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8,294,637.23 9,115,863,432.35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5,569,800.05 6,092,202,433.85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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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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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扬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5% 384,075,744 44,710,744 质押 312,910,744 

香港利邦实业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53% 196,165,000 0   

奇瑞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4% 165,289,256 165,289,256   

金华市众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 52,785,000 0 质押 52,785,000 

浙江万里扬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22% 30,000,000 30,000,000   

盛春林 境内自然人 1.93% 26,000,000 26,000,000 质押 26,000,000 

蔡锦波 境内自然人 1.78% 24,000,000 24,000,000 质押 24,000,000 

张正明 境内自然人 1.48% 20,000,000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徐伯坚 境内自然人 0.82% 11,097,600 10,000,000 质押 9,499,7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1% 10,870,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黄河清持有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持有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

83.19%股权，两个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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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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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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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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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万里债 112221 2019 年 08 月 26 日 75,000 7.4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5.20% 32.32% 2.8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82 17.67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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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随着主要

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等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也不断增加。中国汽车行业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行业发展从数量规模

扩张逐步转向更具含金量的高质量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1-6月，国内汽车

产销1405.77万辆和1406.65万辆，同比增长4.15%和5.57%，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量增速回落

0.49个百分点，销量增速提升1.76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1185.37万辆和1177.53万辆，

同比增长3.23%和4.64%，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速均有所提升。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510.9万辆，

同比增长3.4%；市场份额为43.4%，较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商用车产销220.40万辆和

229.11万辆，同比增长9.41%和10.58%，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销增速呈一定回落。其中，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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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97.49万辆，同比增长16.15%；中卡销售10.09万辆，同比下降4.67%；重卡销售67.18万

辆，同比增长15.11%。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趋势，上半年产销41.3万辆和41.2

万辆，同比增长94.9%和111.5%，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31.3万辆，同比增长96%；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销售9.9万辆，同比增长181.6%。 

上半年，国家先后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关于调整完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等行

业政策，指导和支持汽车行业向智能化、互联化、电动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同时，国家实

施降低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以及国六排放标准的提前实施，都将推动汽车行业加快转型升

级，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116.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63%；实现营业利

润31,140.9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99%；利润总额31,142.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04.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8%。报告期内，公司汽车

变速器业务和汽车内饰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同时，受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加上报告

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和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下降。 

未来发展中，公司继续大力推进以CVT系列和AT系列为主的自动变速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

拓，特别是新下线的全新一代CVT25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可匹配车型范

围大幅增加，可以有力推动公司自动变速器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公司大力推广G系列高端

轻卡变速器和轻卡AMT自动变速器，不断提升产品市场份额，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53211”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明确月度工作目标，通过月度经营管理会，持续跟踪、检查经营

计划完成情况并加强管理改善，有效推进了工作目标的按时完成以及管理效能的提升。同时，

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开展战略规划回顾和总结，进

一步完善和明确各个阶段性目标，不断强化战略引领作用。 

2、积极推进市场拓展工作；报告期内，新开发一家乘用车变速器客户，完成CVT和MT的

多个汽车厂十几个车型的开发，并有多个车型搭载公司最新一代CVT25开展试验和标定工作，

进一步打开了公司乘用车变速器产品特别是自动变速器的市场空间。同时，公司通过走访调

研轻中卡市场，明确了多挡箱开发需求，并进一步强化轻中卡国六规划对接机制，有效满足

客户消费需求的升级以及不断提升的法规和油耗要求，进一步提高公司商用车变速器的市场

竞争力。此外，公司内饰业务获得东风日产、吉利等多个汽车厂的新项目定点，有力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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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业务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 

3、大力推进新产品研发进度；公司全新一代CVT25于6月正式下线，产品具备更紧凑的结

构设计、更灵动的操控动力、更宽的速比范围、更智能的配置、更高效的节油方式等良好性

能，输出扭矩达250N.M，最大输出扭矩可拓展至280N.M，进一步扩大了产品匹配车型范围，

大力提升了公司自动变速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CVT18/20、6AT、6MF28、6AG40

等变速器产品以及宝马、吉利、一汽等内饰产品的开发进度，积极推进相关产品的市场化应

用，为推动公司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4、对标国际一流企业，狠抓产品质量建设；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开展质量改善攻关项目，

大力推进品质提升工作。组织召开零公里及装配改善会议，开展新老质量体系标准差异分析

和体系换版认证工作，有效保障质量体系的高效运行。持续加强SQE队伍建设及协同供应商开

展外购件品质提升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 

5、报告期内，公司CVT25生产线顺利投产运行，拥有年产能30万台，通过引进国际先进

的生产、控制设备，配备智能化物流体系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打造“高效、精密、严谨”的

智能化生产工厂，有效提高CVT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一致性，为加快CVT产品市场开拓提供了有

力保障。同时，完成MT齿轮、轴、壳体等零部件的产能提升，并对现有生产线进行优化改造，

整合了宁波基地的生产布局，进一步强化了MT及相关零部件的制造能力。继续加快推进G系列

高端轻卡变速器和AMT产能建设，有效满足国五、国六排放标准升级带来的市场供应需求。此

外，大力推进公司在金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内的“年产130万台（套）自动变速器与新能源汽

车驱动系统项目”的建设，目前已完成一期土地的竞拍和厂房规划设计。 

6、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供应链资源整合和采购降本工作；通过评审考核，淘汰不合

格的供应商，导入合格的新供应商，进一步优化了供应商资源，并积极协助供应商开展环保、

质量等问题风险排查和改进，提高了配套产品品质和供应及时性，有效保障了生产的稳定以

及库存控制的合理性。同时，不断完善供应链信息平台，强化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实

时跟踪商品价格变动走势，通过集中管控，推动采购成本的持续优化。 

7、持续推进品牌和文化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网站改版上线、品牌咨询VI基础和

应用发布、宣传册和宣传片制作以及企业文化手册的发布，丰富了品牌推广和文化宣贯的载

体，结合外部媒体宣传，有效提升了公司品牌的认知度，并进一步提升了企业文化对企业发

展的引领作用。  

8、不断加强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的保障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的优化更新，建立适合新时期公司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定岗定编、人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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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算、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分析与管理框架，通过对短期与长期、现金与非现金、工资与奖

金等综合规划，以实现各组成要素的平衡和激励有效性.同时，持续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领导力

建设、人才培养与发展、人才引进等工作，不断提升公司的“人才保障”能力和“组织保障”

能力。 

    9、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持续推进“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规划”，完

成了新版办公自动化OA系统的升级应用和流程再造以及金华运营基地的ERP系统改版应用；进

一步拓展推进了宁波运营基地的COULD上线以及内饰事业部应用COULD系统深化管理的优化项

目；大力推进金华运营基地和芜湖运营基地的云平台PLM系统应用，有效加强了信息化对经营

管理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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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浙江万里扬新能源

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芜湖万里扬出资2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浙江万里扬新能源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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