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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19-16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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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45,026,92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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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3-66372648 023-66372648 

电话 023-66372632  023-6637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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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专业化小型热动力机械产品制造基地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发动机及配件；通

用汽油机、耕作机、割草机、水泵机组、汽油发电机组等整机及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公司主要从事小型热

动力机械产品及部分终端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公司坚持外延式发展战略，重点加大了在“航空动力、新能源、高端零部件”等产业的拓展力度，现已基本形

成了以“摩托车发动机和通用动力”为核心，覆盖“航空动力、新能源、高端零部件”等新兴业务领域的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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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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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5,788,336,180.57 5,022,828,212.77 15.24% 4,560,670,25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048,073.99 272,408,148.59 37.31% 291,117,6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233,362.30 219,882,498.48 67.01% 278,751,07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804,167.59 -234,960,471.78 281.65% 76,639,14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67 0.2379 37.33% 0.2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67 0.2379 37.33% 0.2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1% 7.47% 增长 2.04个百分点 7.98%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8,261,926,647.30 6,930,701,393.54 19.21% 6,301,364,5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99,893,251.37 3,763,373,074.06 8.94% 3,526,024,462.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31,992,471.09 1,623,415,850.45 1,510,670,672.21 1,322,257,1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905,661.96 109,245,743.85 123,942,136.89 80,954,53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51,191.42 121,096,005.74 136,043,026.38 62,843,13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493,729.87 -288,826,132.25 247,358,070.75 650,765,958.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88,25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7,81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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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00,00

0 

西藏国龙实业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 18.11% 207,384,700  质押 5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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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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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13,915,36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63% 7,266,200    

周歆焱 境内自然人 0.62% 7,074,545    

李俊杰 境内自然人 0.48% 5,495,49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其他 0.47% 5,434,207    

陈生巍 境内自然人 0.41% 4,698,169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40% 4,6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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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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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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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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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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速和国际贸易增速整体放缓，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中美贸易摩擦、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

给公司经营带来较大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保增长、强转型、做价值”

经营方针，坚持“外延式”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经营策略，在巩固提升公司“摩托车发动机和通用动力”两大传统主

业行业龙头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军民融合和新能源”两大新兴业务的转型步伐，确保了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的快速提升。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0.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5%；实现利润总额 4.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7.31%。 

（1）摩托车发动机制造业务 

2018年，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等不利影响，我国摩托车行业总体表现较为低迷，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全年国内摩托车整车产销量分别为 1557.75万辆和 1557.05万辆，比上年同期降低 9.15%和 9.13%。其中：二轮摩托车

产销 1396.67 万辆和 1395.54万辆，比上年同期降低 7.47%和 7.5%；三轮摩托车产销 161.08万辆和 161.51万辆，比上年同

期下降 21.51%和 21.12%。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全资子公司—宗申发动机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和海外市场的拓

展力度，加快智能化生产线的资金投入，努力克服成本上涨、市场低迷等不利冲击，提升公司发动机业务的市场份额和核心

竞争力。报告期内，宗申发动机公司实现产品销售 297 万台，较上年同期减少 16.54%，其中出口 90.74万台，较上年同期

增长 13.4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2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6.72%。 

（2）通用机械制造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重庆大江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大江动力”）的 100%股权并购，自 2018 年 3月 1日起将大

江动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并购完成后，公司利用全资子公司—通机公司的“动力”产品竞争优势和大江动力的“终

端”产品竞争优势，加强了“采购、研发、制造、市场营销”等环节的资源整合和协同，经营业绩均得到快速提升，已成为

国内通用机械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通机产品销售 322万台，较上年同期增长 72.15%；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26.6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23%；实现净利润 1.8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7.20%。 

（3）航空动力和军民融合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宗申航空发动机公司（简称“宗申航发公司”）作为公司实施“军民融合”转型战略的业务平台，宗

申航发公司加大了对航空动力等相关产品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寻求与国内外整机制造企业的合作。报告期内，

宗申航发公司已完成两款航空发动机定型生产并实现小批量销售，航空发动机维修服务也有所突破，并已取得国家武器装备

承制单位资格证书，为宗申航发公司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控股子公司—重庆宗申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宗申新能源公司”）为主要平台，通过自主研发

和技术引进等多种方式，已基本完成了在“电机、电控、电池、增程器、无线充电、核心零部件材料”等产品或业务的布局。

公司将继续坚持从“燃油动力”向“电动动力、混合动力以及其他清洁能源动力”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发展路径，全面落地

公司“油转电”战略，打造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5）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金融（小贷、保理、融资租赁等）、互联网以及左师傅营销网络平台建设等业务均有序开展：其中金

融业务按照“降杠杆、控风险”的经营策略，紧密围绕产业链进行拓展延伸，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互联网业务和左师傅营销

网络平台围绕国内“汽摩市场”，GMV 流量和合作商数量均得到快速增长，现正积极开展平台功能升级、盈利模式构建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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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发动机产品 2,527,296,600.82 111,244,519.40 14.66% -16.72% -41.40% -0.68% 

通机产品 2,662,926,074.40 205,366,945.85 18.88% 127.23% 318.91% 1.69% 

产品零部件 250,230,775.28 108,051,152.87 25.08% -40.79% -68.54% -6.7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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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原因和审批程序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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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8年6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 2018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非金融企业中，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

则和新收入准则的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该通知

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 

相关会计

政策变更

已经本公

司2019年

3 月 28 日

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

审议批准 

 

资产负债表变更： 

1、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报。 

2、新“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合并列

报。 

3、新“固定资产”行项目将原“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清理”合并列报。 

4、新“在建工程”行项目将原“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合并列报。 

5、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报。 

6、新“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合并

列报。 

7、新“长期应付款”行项目将原“长期应付款”“长期应付职工薪酬”和“专项应付

款”合并列报。 

利润表变更： 

1、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原“管理费用”科目下的“研发费用”发生额单列。

2、财务费用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行项目。 

3、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

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

填列。 

公司已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了调整。 

②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本公司报告期及可比期间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产生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对资产负债表列报的影响（“-”为减少） 

2018年末 2017年末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32,204,033.00    1,531,951,327.69  

应收票据       -749,950,580.34      -949,583,304.37  

应收账款       -982,253,452.66      -582,368,023.32  

2 

其他应收款  52,977,351.53         58,280,230.25  

应收利息  -9,715,016.16          -8,591,513.59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注 1）         -43,262,335.37        -49,688,716.66  

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37,627,218.97       620,691,767.68  

应付票据       -105,115,431.37          -4,660,000.00  

应付账款       -832,511,787.60      -616,031,7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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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应付款        341,024,155.13       167,545,143.47  

应付利息           -5,113,515.84          -3,987,829.91  

应付股利         -12,864,000.00        -15,493,541.00  

其他应付款（注 2）       -323,046,639.29      -148,063,772.56  

注 1：其他应收款指扣除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后的其他应收款。 

注 2：其他应付款指扣除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后的其他应付款。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对利润表列报的影响（“-”为减少） 

2018年 2017年 

1 

管理费用       -143,937,690.26      -119,278,919.04  

研发费用        143,937,690.26       119,278,919.04  

2 

其中：利息费用        101,251,710.99         99,121,703.57  

利息收入          10,937,667.23           7,569,713.56  

3 

其他收益   193,681.29   271,471.75  

营业外收入   -193,681.29    -271,471.75  

本报告期重要的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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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6户：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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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有限公

司（大江公司全资子公司）、杜卡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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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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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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