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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8 临-054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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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江摩托 股票代码 0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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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斌 颜浩洋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电话 0576-86192111 0576-86192111 

电子信箱 office@qjmotor.com yansiyuwo@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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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554,919.06 1,247,100,947.99 5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386,810.45 50,651,660.95 3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693,442.92 52,920,629.22 10.91%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600,362.18 -48,835,912.16 -31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2.1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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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269,851.66 3,918,361,023.17 1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4,608,484.44 2,464,004,220.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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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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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7% 135,000,000 0   

温岭钱江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8% 52,971,397 0   

常州豪爵电动

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3% 15,568,034 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3.07% 13,928,055 0   

广发期货有限

公司-广发期慧

1期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21% 10,009,431 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1.98% 9,000,000 0   

申银万国期货

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期货有

限公司元亨一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92% 8,724,817 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汇盈 32号

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85% 8,381,576 0   

宝城期货－宝

城精选三号结

构化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0% 6,822,000 0   

缪玉兰 境内自然人 1.10% 4,977,7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之间，两者与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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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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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1亿元，同比增长53.20%，其中境内销售营业收入11.5亿元，约占总营业收入的60%，

同比增长65.94%；出口营业收入7.6亿元，约占总营业收入的40%，同比增长44.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38.68万元，同比增长33.0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69.34万元，同比增长10.91%。 

摩托车主营业务方面，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1-6月，行业二轮摩托车销售722.76万辆，同比下降2.56%；

其中二轮摩托车国内累计销量358.76万辆，累计同比下降6.44%；二轮摩托车出口累计364万辆，累计同比增长1.6%。公司1-6

月份二轮摩托车累计销量22.23万辆，累计同比增长8.15%，其中，国内累计销售11.6万辆，累计同比下降4.37%；出口累计

销量10.63万辆，累计同比增长26.16%；大排量车型销量3.46万辆，累计同比增长38.57%。 

相对于行业统计数据，公司摩托车主营业务的境内境外销售均优于行业数据，其中外销市场增长较快。 

锂电产业方面，报告期内生产线调整已经基本完成，能够提供稳定的生产能力。但由于产业政策变化，主机厂订单不足，

回款周期延长，以及锂电产品销售单价下滑等因素，报告期内锂电产业对公司利润无正向贡献，亏损2,043.5万元。 

汽车零部件产业方面，报告期内形成了年产6,000套混合动力变速箱配件的能力并开始批量供货。同时，公司继续进行

厂房建设和设备、人员投入，拟逐步形成10万台套混合动力齿轮及轴类零件、汽车变速箱的加工和批量供应能力。报告期内

汽车零部件产业盈利728.3万元。 

公司报告期境内外营业收入及利润比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摩托车出口营业收入7.49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42.78%；国内摩托车营业收入6.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6.66%。摩托车主业境外市场的增长及大排量车型居于行业前列的销

售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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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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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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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余瑾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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