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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06                             证券简称：瓦轴 B                             公告编号：2019-01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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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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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平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温波 

梁爽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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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6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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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轴 B 股票代码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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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娜娟 柯馨 

办公地址 中国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 1 号 中国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 1 号 

传真 0411-39116738 0411-39116738 

电话 0411-39116369 0411-39116731 

电子信箱 zwz2308@126.com zwz2308@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轴承、轴承零配件、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制造与销售；轴承维修、保养及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和房屋的租赁；轴承和相关机械设备及计量仪器、仪表的检测。      

公司具有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广泛服务于铁路、汽车、冶金、矿山、等各个行业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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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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68,398,656.

83 

2,190,412,052.

05 

2,190,412,052.

05 
-1.00% 

2,493,926,556.

67 

2,493,926,556.

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32,169.84 10,182,949.16 10,182,949.16 4.41% 30,872,950.22 30,872,95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37,823.23 -13,502,647.08 -13,502,647.08 -35.29% -57,771,828.22 -57,771,82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8,603,893.98 -2,124,819.67 -2,124,819.67 -10,858.74% 20,520,061.16 20,520,06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3 0.00% 0.08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3 0.00% 0.08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73% 0.73% 0.04% 2.26% 2.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298,167,332.

49 

3,213,772,171.

61 

3,213,772,171.

61 
2.63% 

3,553,947,227.

09 

3,553,947,227.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80,023,044.

55 

1,385,494,874.

71 

1,385,494,874.

71 
-0.39% 

1,379,337,925.

55 

1,379,337,925.

5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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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集团已经根据新

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

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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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916,871.06 587,951,110.68 551,110,606.32 542,420,06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973.46 2,293,006.66 2,064,511.90 5,253,67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477.64 -610,701.80 3,573,120.89 -12,477,71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84,129.17 -16,477,533.94 97,809,675.37 86,587,6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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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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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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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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瓦房店轴承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60.61% 244,000,000 244,000,000   

AKTIEBOLAG

ET SKF 
境外法人 19.70% 79,300,000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 7,020,138    

黄俊跃 境内自然人 1.53% 6,176,158    

胡晓峰 境内自然人 0.47% 1,879,277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36% 1,441,206    

金云花 境内自然人 0.33% 1,311,256    

陈海涛 境内自然人 0.19% 750,896    

MAN,KWAI 

WING 文贵荣 
境外自然人 0.18% 713,101    

孟庆亮 境内自然人 0.15% 587,5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它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其它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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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深入贯彻董事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牢牢把握全球市场供需变化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宏观经济不确定因

素增加、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等各种不利因素下，坚持以全面提升运营质量和产品质量为中心，向产品使用者提供更高性价比、

高品质产品，全面落实“有利润的增长、有现金流的利润、有高周转的效率、有合理的资产回报率”的经营原则，强化各项管

理，抓住每一次难得的市场及各种发展机遇，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坚持“质量为先”战略，实现了规模速度与效益指标的同步

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竞争力不断增强，并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840万元，较上年度减少1.00%；实现净利润1,063万元，较上年度增加4.42% ；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063万元，较上年度增加4.42%。截止 2018 年末，公司的总资产为 33亿元，较上年度末增加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亿元，较上年度末减少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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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293,027,890.14 30,373,752.30 10.37% 25.19% 6.1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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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1,524,108,221.72 236,987,214.80 15.55% -4.16% -6.08% -0.32% 

其中：交通轴承 456,109,746.33 43,466,193.30 9.53% -13.68% -42.23% -4.71% 

专用轴承 451,495,303.58 59,800,229.50 13.24% -9.39% -13.21% -0.58% 

通用轴承 616,503,171.81 133,720,792.00 21.69% 9.37% 23.63%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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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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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

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集团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

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

1日经重列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209,923,835.91 -209,923,835.91   

应收账款 1,128,338,013.69 -1,128,338,013.6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338,261,849.60 1,338,261,849.60  

其他应收款 21,895,381.98  21,895,381.98  

应付票据 299,483,279.00 -299,483,279.00   

应付账款 630,832,287.45 -630,832,287.4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930,315,566.45 930,315,566.45  

应付利息 1,190,100.00 -1,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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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

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

1日经重列后金额 备注 

其他应付款 92,123,093.92 1,190,100.00 93,313,193.92  

专项应付款 296,698.98 -296,698.98   

长期应付款 1,597,305.72 296,698.98 1,894,004.70  

管理费用 61,410,304.53 -4,065,054.17 57,345,250.36  

研发费用  4,065,054.17 4,065,0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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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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