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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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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爱柯迪 6009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龙柱   

电话 0574-87562112   

办公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588号   

电子信箱 ikd@ikd-ch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916,016,431.52 4,855,735,161.1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24,050,441.28 3,809,812,973.16 0.3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480,662.54 135,258,529.55 256.71 

营业收入 1,252,590,360.48 1,237,834,919.48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64,035.49 233,226,990.70 -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670,223.64 191,907,060.53 -1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6.40 减少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8 -14.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5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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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宁波爱柯迪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51 287,118,277 287,118,277 无   

领拓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64 116,816,185 116,816,185 无   

XUD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人 11.66 99,877,295 - 无   

张建成 境内自然人 8.30 71,095,216 71,095,216 无   

宁波领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5 63,794,591 63,794,591 无   

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9 13,600,000 - 无   

王振华 境内自然人 1.34 11,475,505 11,475,505 无   

宁波领祺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10,106,629 10,106,629 无   

宁波领鑫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8,950,787 8,950,787 无   

宁波领荣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5,946,720 5,946,72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直接股东张建成持

有爱柯迪投资 55.81%的股权；张建成持有宁波领智

51%的股权，宁波领智为宁波领挈、宁波领祺、宁

波领鑫、宁波领荣、宁波领禧的普通合伙人，宁波

领智分别持有宁波领挈 0.87%份额、宁波领祺 0.55%

份额、宁波领鑫 0.62%份额、宁波领荣 0.93%份额、

宁波领禧 1.15%份额；张建成分别持有宁波领挈

27.12%份额、宁波领祺 41.87%份额、宁波领鑫



53.11%份额、宁波领荣 57.20%份额、宁波领禧

62.44%份额；2、XUD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直接持有爱柯迪投资 21.48%的股权；3、董事、直

接股东王振华直接持有宁波领挈 11.37%份额；4、

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专业供应商，公司聚焦汽车轻量化、节能环保；新能

源、电动化、自动驾驶方向。坚持“一切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的经营理念，大力推进新制造（精

益化、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数字化工厂的统合建设）；严守契约精神，积极参与客户产品的

先期设计和同步开发，为全球汽车市场提供有关汽车轻量化铝合金产品解决方案；追求卓越的管

理技术、制造技术，并向“零缺陷”挑战；追求卓越运营及快速反应的品牌战略；追求拥有充足

的现金流经营；追求高标准的安全、环保管控；履行社会责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围

绕“开源节流”的主导思想，以“全球化布局”和“新制造”作为双轮驱动，尽管受全球汽车市

场周期波动的不利影响，但各项业务总体保持稳定发展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259.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实现利润总额 27,017.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9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6.4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49%。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变革、全球化布局、新制造发展、价值链整合、企业文化践行取得阶段

性进展，可持续发展及应对风险管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2019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7%，其中境外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67%。

公司销售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 

2、坚定不移地加大市场开拓。面对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加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布

局，加大在新能源汽车电控、电驱动系统上的产品开发力度。截至目前，公司已获得博世（Bosch）、

大陆（Continental）、联合电子（UAES）、麦格纳（Magna）、马勒（Mahle）、三菱电机、李尔（Lear）

等新能源汽车项目。“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力争年底厂房竣工交

付，为新能源汽车铝合金压铸件生产布局。 



3、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市场格局、现有的客户资源和新开发的客户资源，延伸向客户提供更

广的产品线及其服务范围，发挥协同效应。通过外部引进等形式，搭建创业工厂，激发创业团队

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丰富性。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1,500 万元成立控股子公司爱柯迪一捷

新能源汽车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铝合金 pack 包箱体，使得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产品供应多元化。 

4、深化市场拓展、项目管理、生产交付的管理变革。建立商务中心、工程技术中心、运营中

心、财务中心四大中心，建立以业务为导向的，融合项目管理、质量管理、前期开发、物流采购、

审计管理职能的“大商务”职能中心。让“一切为了客户需求”的核心经营理念贯穿始终，在组

织、机制、制度、流程上得以体现。所有资源导向客户，优质资源导向优质客户，客户满意是衡

量一切工作的准绳，产品发展的路标是客户需求导向，为客户提供及时、准确、优质、低运作成

本的服务。 

5、积极推进技术转型升级。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的产品结构、性能等的变化，成立技术

攻关专项小组，在关键技术、关键工艺的研发、改良、创新上下功夫。 

6、加快新制造发展，持续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数字化工厂建设。推

进原材料集中熔化、机边保温、压铸、机加工、检验包装等关键工序的 MES 全联，取得了阶段性

的突破；截止目前，已成功上线产品全追溯系统、原材料追溯管理系统、压铸全联系统、机加工

机器人全联系统、机加工调试系统、刀具管理系统、检验包装管理系统、唛头管理系统、自动立

体仓库 WMS 系统，一起构成完整的全工艺流程数字化管理；逐步扩大全追溯产品范围由 1 款产品

拓展至 20 余款；实现了 1,300 余台设备的联网；投入工控机、电子看板等设备 2,000 余台。 

7、继续大力推进精益管理。应用自主开发的 5S 管理平台与提案管理微信平台，持续提升工

厂 5S 管理水平，激发一线员工的改善热情，并推动持续改善的精益文化发展。大力推进精益压铸

单元岛、机加工单元岛的建设，自动化机器人加工线、清洗线、检验线的建设。报告期内，完成

压铸单元岛与机加工单元岛样板线的建设，实现压铸到机加工两段式生产，大幅度缩短生产周期、

降低在制品库存，提高生产效率。 

8、实行成本预算管理，针对主要管控点制定行动计划，在部门费用管控、物料消耗等方面初

显成效。 

9、倡导共创、共担、共享的文化，共创是初心，共担是过程，共享是结果。以人为本，以奋

斗者为本，在完成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员

工股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针对中高层管理团队，完成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本公司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相应调整了

财务报表数据。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①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8,739,718.66 
应收票据 49,087,576.09 

应收账款 619,652,142.5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9,488,072.12 
应付票据 154,731,751.78 

应付账款 264,756,320.34 

②母公司财务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7,718,713.04 
应收票据 49,087,576.09 

应收账款 618,631,136.9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5,110,404.87 
应付票据 134,235,353.17 

应付账款 420,875,051.70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9年 8 月 16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9）等相关公告。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公司

按照财政部 2019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调整，不涉

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