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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8-074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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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电机 股票代码 00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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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健 舒琳嫣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 号 

电话 0578-2171041 0578-2021217 

电子信箱 jian.mou@fdm.com.cn liny.shu@fdm.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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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385,887.46 543,640,300.90 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490,583.85 56,868,771.41 -2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40,458,492.78 53,013,493.18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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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383,107.23 175,114.90 -46,00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2 0.128 -21.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7 0.1266 -2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2.40%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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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603,856.33 3,292,284,612.78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25,045,465.68 2,464,755,570.72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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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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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6.47% 74,263,167 55,697,375 质押 71,738,199 

卓斌 境内自然人 8.60% 38,756,877 19,822,735   

青岛金石灏

汭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3% 31,269,159 31,269,159 质押 20,846,080 

翁伟文 境内自然人 4.37% 19,691,622 14,768,716 质押 17,165,156 

金英杰 境内自然人 1.20% 5,398,245 0 质押 5,000,000 

杭州杭开电

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4,026,898 4,026,798   

徐正敏 境内自然人 0.75% 3,364,535 1,922,591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52% 2,340,690 0   

曹冠晖 境内自然人 0.52% 2,339,897 2,339,897   

冒晓建 境内自然人 0.51% 2,293,233 1,719,9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持股 5%以上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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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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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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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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实现小幅增长，营业利润受制于材料价格上涨及高毛利产品销售下滑，

下降约20%。公司董事会继续深化公司内部改革，积极开拓新行业、新市场，为股东创造价值。 

    1、加快方正电机研究院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成立方正研究院，致力于建立世界级研发体系包括一流的试验/验证能力，并制

定了“完善正向研发体系和流程，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驱动系统，夯实技术竞争力；增加设备投入，

打造行业一流的实验室”的总体发展目标，研究院的成立对于公司引进高层次可研人才，逐步奠定公司在

电机、电控和电驱动系统的技术优势地位。利用公司现有科研资源和平台基础，着重开展新能源汽车集成

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发；加大引进顶尖研发团队、提高和加快内部技术人员和新聘工程技术人员水平，提高

公司正向技术设计和验证能力，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及正向设计对产品进行用料优化。加大公司技术研发

和实验设施投入，每年对于研发费用的投入不少于4%的年销售额占比，达到吸引高端人才，人才牵引技术，

技术牵引产品，产品牵引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 

2、加快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机自动化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 

继续加大自动化设备的投入，实现汽车电机和部分新能源驱动电机及系统产品的自动化生产。汽车电

机2018年底，基本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改造，机器人使用超过40台，同时实现AGV小车试运行，至2020年，

实现整个车间的AGV小车送料降低物流配置人员。完成公司智能化生产的基本雏形建设；重点进行电机生

产过程工艺的持续改进，不断提升过程控制能力，保持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公司电机生产过程控制能力和

自动化程度达到国际电机先进制造企业水平。 

3、极力拓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8年公司继续以汽车行业为主要目标市场，积极利用外部和内部资源，拓展新能源汽车用驱动电机

和汽车电机市场，完成了公司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一流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转变，重点围绕延锋安

道拓、上汽通用五菱、上汽、吉利、众泰、玉柴股份等重点客户开展相关业务对接，通过开发扁铜线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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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式驱动系统等具有技术竞争力的产品的应用，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驱动系统龙头企业。 

4、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管理能力 

公司全方位整合公司内部资源，进一步提升供应商结构再造，改善公司供应链，逐步建立供应商策略

推动公司供应链向符合汽车行业要求的体系升级。建立采购价格评估体系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应对体系，推

动公司供应链向符合汽车行业要求的体系升级，具备正向价格评估能力。完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SAP系统

上线，提供从技术开发到采购、生产、销售等过程中每个产品的管理数据，并实施跟踪KPI数据，以汽车

行业要求为基准，建立公司技术和产品内部控制制度。 

5、加强公司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宣传，增强员工认同感和荣誉感 

加大公司企业文化宣传力度，树立起“诚信、卓越、关爱、共赢”的价值观，注重加强员工和管理者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和凝聚力。2018年通过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体系认

证工作。通过组织开展员工活动，树立起“诚信、卓越、关爱、共赢”的价值观，注重加强员工和管理者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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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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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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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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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