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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19-42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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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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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龙 独立董事 公务出差 杨庆华 

葛础 董事 公务出差 叶龙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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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55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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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飞凯达 股票代码 00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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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东挺 金丽斌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夹溪路 888 号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夹溪路 888 号 

电话 0579-82239001 0579-82239001 

电子信箱 jfkd@jinfei.cn jfkd@jinfei.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铝合金车轮产品，如汽车铝合金车

轮、摩托车铝合金车轮、电动自行车车轮。 

在汽车铝合金车轮领域，在OEM市场，公司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五菱、日本铃木、长安汽车、吉利汽车、东风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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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汽车等国内知名汽车整车制造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配套关系。在AM市场，公司产品覆盖了北美、欧洲、日本、俄罗斯

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摩托车铝合金车轮领域，公司摩托车铝合金车轮与国际、国内各主流摩托车品牌相配套，包括全球

品牌本田、铃木、雅马哈，印度品牌HERO、Bajaj、TVS、Royal Enfield以及国内的大长江、钱江、五羊本田、新大洲本田、

轻骑铃木、光阳、春风等。电动自行车车轮为雅迪、爱玛、绿源、新日、速珂等一线整车厂提供配套。报告期内，主营业务

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处于的铝合金车轮行业，属于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与汽车及摩托车行业的景气程度密切相关，其周期性

基本与汽车及摩托车行业周期性同步，产品市场需求受宏观经济、汽车及摩托车行业需求变化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管理

层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根据董事会的决策部署，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努力提高研发能力，优化市场布局，深化内

部管理，实现营业收入的增长。 

经过多年经营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铝合金车轮行业重要企业之一，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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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999,476.24 2,580,295,132.27 11.54% 2,294,193,1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675,615.63 60,876,451.18 6.24% 73,112,50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583,895.02 30,610,771.33 29.31% 56,001,32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486,659.92 -180,431,259.89 298.68% 163,992,42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7.69% -0.81% 13.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085,820,078.38 3,808,946,414.91 7.27% 2,901,860,20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2,616,849.13 908,108,899.11 4.90% 588,390,8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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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745,808.39 741,901,682.18 685,305,953.03 849,741,35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38,534.74 20,851,313.96 20,669,851.71 8,965,05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99,005.20 9,978,587.00 12,605,942.97 6,709,04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241,900.16 66,310,464.05 59,928,884.09 498,662,2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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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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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2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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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飞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2% 143,922,000 143,922,000 质押 110,390,760 

君润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4% 70,550,000 0   

金华市瑞琪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4% 46,845,200 46,845,200 质押 17,000 

北京邦诺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8,476,800 2,092,800   

金华易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2% 8,350,000 0   

唐亮 境内自然人 0.39% 1,450,352 0   

康宇 境内自然人 0.18% 692,600 0   

浙江桥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桥睿 331 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14% 534,052 0   

杭州威曼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威曼巨富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4% 511,270 0   

陈倩茹 境内自然人 0.13% 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对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瑞琪投资有限公司有实际控制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包照赏所持的 377,600 股份中有 37,90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其

余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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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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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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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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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2018年，汽车工业总体运行平稳，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产销量低于年初预

期，全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4.2%和2.8%。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

我国摩托车工业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更加严格的环保措施，行业产销总体表现较为低迷，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全年摩托车产销分别完成1557.75万辆和1557.05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9.15%和9.13%。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799.9万元，同比上年增加同比增加29,770.43万元，增幅11.54%，公司实现净利润

6,571.15万元，同比增加230.82万元，增幅3.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67.56万元，同比增加379.92万元，

增幅6.24%。 

报告期内，公司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生产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实施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布局。经过前几年的产业布局调整，在国内生产基地的布局已基本完成，

云贵生产基地已经成为除了金华以外的第二个生产制造中心。2018年，公司根据云贵基地、宁夏基地的资源、成本、地域优

势，有效实施生产的平衡转移。销售方面，公司面对市场变化，快速调整，积极应对。汽轮产品AM市场销量增长，其中北

美、欧洲、东南亚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整体汽车行业下滑趋势下，汽轮OEM市场虽销售有所下降，但是公司开拓

了新的优质客户，为2019年OEM市场的稳定奠定基础。摩轮产品销售增长，AM市场主要得益于印度市场增长，OEM市场得益于

积极应对市场环境与市场开拓。电轮市场由于新国标政策出台，导致市场波动较大，有所下降。 

2、技术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61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外观设计专利41项。本年度共授权专利

46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发明专利累计授权17项。 

3、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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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极为重视产品的质量，建立了包括质量管理、质量检测、售后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严格做

到制度化、程序化。通过精益生产，改善工艺流程，合理优化人员结构，提升生产订单及时完成率。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各类

体系建设要求，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同时继续推行持续改进和精益生产，从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公司管控能力，

继续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对合伙人管理机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引导合伙团队稳定、长期经营，对合伙团队的进入、退出、评价

机制进行了补充完善。在财务管控、人力资源、设备资产、生产组织等重点模块深入推进信息化的运用。在财务管理模块，

实施了资金管理（内部银行）项目，将线下业务转为线上单据处理，通过预算控制体系，加强各级经营者的资金概念，有效

控制资金使用。围绕“降本增效”核心，各职能部门、工厂积极开展各项改善活动。在原有人才培养基础上，积极探索人才培

养新思路。 

5、资本运作方面 

扩大直接融资，有效降低企业成本。2018年公司顺利完成了可转债的申报，于2018年12月29日拿到批文，募集总金额为

3.68亿元。持续扩大直接融资和改善银行贷款结构，借助权益性融资、债务性融资，从而降低银行借款占比，更有效地发挥

资金价值，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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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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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轮 1,631,951,331.41 345,804,057.94 21.19% -4.62% 5.74% 2.08% 

摩轮 791,433,535.80 92,722,426.18 11.72% 15.34% 24.42% 0.86% 

电轮 56,516,992.37 959,414.18 1.70% -30.52% -47.23%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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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具体内容参加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五、重要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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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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富源今飞零部件有限公司，股权取得时点为2018年8月3日，取得成本为5,000,000元人民币，为新设子

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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