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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18-74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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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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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申动力 股票代码 0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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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平 周霞 

办公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电话 023-66372632 023-66372632 

电子信箱 lijp@zsengine.com zhouxia@zsengin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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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408,321.54 2,605,038,266.67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9,151,405.81 163,846,302.21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8,347,197.16 138,547,405.98 21.51%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1,319,862.12 -87,388,438.60 -43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7 0.1431 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7 0.1431 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4.54% 下降 0.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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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3,109,983.57 6,930,701,393.54 2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98,751,372.12 3,763,373,074.06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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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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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0% 230,192,114 230,192,114 质押 229,200,000 

西藏国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1% 207,384,700    

左宗申 境内自然人 2.64% 30,227,200 22,670,4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92% 10,548,176    

周歆焱 境内自然人 0.62% 7,074,5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6,564,400    

李俊杰 境内自然人 0.48% 5,495,49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597,77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37% 4,199,814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其他 0.35% 4,009,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据本公司掌握的资料显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与

左宗申先生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周歆焱于报告期末持有公司无限售股份数量为 7,074,545股，全部为通过

信用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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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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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随着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但由于

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人民币汇率波动、国内资金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经营环境变化，对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较大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顺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导向，

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工作，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加大外延式并购、生产线智能升级改造、

新品研发等投入力度，不断巩固公司在“摩托车发动机和通用动力”两大传统业务的经营规模和行业地位，

加快公司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产业化进度，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和战略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30.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915.14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3.2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834.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 

1、传统和新兴制造业务 

（1）摩托车发动机制造业务 

2018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行业景气度下滑：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行业信息部公开资料显，1-6月我

国摩托车整车产销量分别为801.59万辆和802.22万辆，较去年同期下降5.35%和5.59%；其中三轮摩托车产

销分别为80.14万辆和79.46万辆，较去年同期下降25.77%和26.4%。公司全资子公司—宗申发动机公司作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摩托车发动机制造企业，面对摩托车行业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的不利形势，公司通过积极

优化现有产品结构、加大对新能源、大排量产品的研发推广力度，有效稳固了宗申发动机公司的市场领先

地位。同时，由于从2017年第四季度起原材料和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对公司发动机业务第一季度的盈利

能力带来较大冲击。但公司通过成本控制和营销策略调整等措施，自第二季度开始实现发动机业务盈利水

平的快速恢复。报告期内，宗申发动机公司实现产品销售158万台，较上年同期减少14.79%；实现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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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3.54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25%；实现净利润4,633.4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9.97%。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行业信息部公开资料) 

（2)通用机械制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大江动力”）股权并购，并于2018年3

月1日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通过本次外延式并购，公司进一步夯实了在通机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产

能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和市场布局进一步得到完善；随着业务整合优化工作的深入推进，公司通机

业务的协同效应将逐步显现，有利于全面快速提升公司市场竞争优势。本报告期内，公司通机产品合计实

现销售162.79万台，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70.05%：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通机公司实现产品销售120.16万

台，较上年同期增长25.52%，实现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为7.41亿元和5,615.39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36.43%和59.98%。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江动力公司实现产品销售42.63万台，实现销售收入和报表净利润

为4.88亿元和3,044.9万元。 

(3）新兴业务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在新兴业务的投入力度，稳步推进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公司“航空

动力”制造平台—宗申航空发动机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政策，加强在军用及民用市场的拓展力

度，深化了与国内主要大型整机企业的合作关系，目前已实现某型号航空发动机的销售；同时，宗申航空

发动机公司继续加大新品研发投入，部分新产品已搭载无人机整机上进行了耐久、高原等综合测试，其他

不同排量的航空动力产品以及相关零部件产品已处于定型阶段，预计在2019年将陆续实现小批量销售。除

此之外，在新能源业务方面，公司以控股子公司—重庆宗申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为平台，持续对新能源业

务的资产、股权和业务资源整合优化，初步形成了在“电机系统、控制系统”和“无线充电”等领域的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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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5 户：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重庆阳达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大江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户外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大江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浦尔萨动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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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有限公司（大江公司全资子公司）、Pulsar Products,lnc.（远大户外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从设立或投资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减少 6 户：重庆宗申多科农机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宗申动力威睿进出

口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左师傅瑞祥动力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美心翼申”）、重庆棠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美心翼申控股子公司）、美心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美心翼

申控股子公司），从注销或失去控制权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2018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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