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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3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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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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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 徐丽芬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电话 0576-83938250 0576-83938250 

电子信箱 002126@yinlun.cn 002126@yinl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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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862,457.55 2,007,158,426.28 3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231,090.98 166,891,669.84 2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4,792,956.08 158,652,305.69 1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899,397.35 91,743,778.57 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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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5% 7.0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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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5,833,100.01 6,678,107,088.20 1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16,142,720.54 3,367,060,150.80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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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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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银轮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4% 80,444,000 0 质押 30,000,000 

徐小敏 境内自然人 4.05% 32,470,808 24,353,106 质押 20,750,000 

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 32,000,000 0 质押 27,16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2.59% 20,780,440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

组合 
其他 2.46% 19,742,965 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36% 18,926,758 1,109,87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2.28% 18,299,97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25% 18,000,000 0   

杨相如 境内自然人 2.08% 16,648,168 16,648,168 质押 16,640,000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13,481,3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徐小敏为天台银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宁波正奇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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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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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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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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2018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为1405.77万辆和1406.65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4.15%和5.57%。其中乘用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3.23%和4.64%；商用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9.41%和10.58%；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41.3万辆和41.2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4.9%和111.5%。 

报告期内，面对中美贸易战加剧以及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公司积极抓住发展机遇，注重变革，

加快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新产品研发方面，上海银轮研发团队通过一年的的努力，成功研发了基于热泵原

理的电动空调，并且完成了整车搭载，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同时，为了加快新产品推进，研究总院

在今年年初发起了10大公司级研发项目，如国六机滤模块研发，国六商用车冷却模块研发等；在产品质量

提升方面，进一步打造质量提升平台，质量策划委员会定期进行工厂审核，跟踪整改，在年初公司总经理

代表公司经营团队与各工厂厂长签署了2018年年底建成11条0PPM生产线的协议；在市场营销方面，打造

了以产品为核心的五大营销平台，以倒三角的经营模式，金三角团队合作，不断开拓新客户、新项目。上

半年已成功与吉利、捷豹路虎、通用公司签订了协议，成为指定供应商；在运营方面，我们着力打造安全

清洁的工作环境和承担节能环保的企业责任，切实推进5S工程，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排查安全隐患，杜

绝工伤事故发生；在兼并收购方面，通过收购与增资方式，取得江苏朗信55%的股权等；在国际化方面，

我们成立了银轮欧洲团队。公司继续加快全球化布局和所属国生产步伐，积极研究应对和规避贸易壁垒的

措施。加大力度在欧美寻求同行的合作、合资，实现人才，研发，管理的快速提升。 

在公司不断的努力提升改革下，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26亿元，同比增长30.82%，实现归母公

司净利润2.02亿元，同比增长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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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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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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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公司于2018年4月收购江苏朗信41.25%股权并增资，交易完成后占其股份为55%； 

     2.江苏朗信下有全资子公司芜湖朗信，随同江苏朗信于2018年4月纳入合并范围； 

    3.子公司TDI于2018年1月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YINLUNUSA.INC（美国银轮），YINLUNUSA.INC于2018年1月不再纳

入合并范围。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小敏 

2018 年 8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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