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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8                              证券简称：精锻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4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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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锻科技 股票代码 3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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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义 田海燕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198 号 

电话 0523-80512658 0523-80512699 

电子信箱 dongyi@ppforging.com tianhy@ppforging.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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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8,008,605.17 644,326,731.21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183,303.41 158,667,706.52 -2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2,031,351.64 144,280,519.60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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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0,031,242.99 207,848,241.27 10.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16 0.3918 -2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16 0.3918 -2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9.13%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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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458,934.70 2,784,951,388.40 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6,901,183.58 1,876,906,615.45 3.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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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80% 185,481,250    

夏汉关 境内自然人 4.39% 17,769,374 13,327,03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其他 3.09% 12,500,000    

黄静 境内自然人 2.70% 10,935,000 8,201,250   

杨梅 境内自然人 2.03% 8,201,2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88% 7,599,1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1% 6,916,575    

孔威 境内自然人 1.67% 6,765,7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22% 4,948,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4,806,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汉关、黄静是夫妇关系。报告期末

夏汉关持有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38.43%股权。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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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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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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今年 1-6 月我国汽

车产销1213.2万辆和1232.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3.7%与 12.4%。 分版块来看，1-6月乘用车产销997.8万辆和1012.7万辆，

同比下降15.8%和14%；1-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1.4万辆和61.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8.5%和49.6%，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9.3 万辆和 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7.3%和 56.6%，整体表现符合预期。随着下半年传统销售旺季的

到来以及国家各项促消费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行业产销量有望同环比逐步改善。虽然宏观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一

定影响，但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具有韧性，如全面放开二胎助于缓解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下降速度，且中国正处于第

二消费观念到第三消费观念的转换时期，个性化消费潜力仍强劲，有研究报告预测未来 10 年中国乘用车将进入低增长时代，

销量增速中枢在3%左右，仍然有上升空间，大概率会出现第二次销量峰值，峰值大约在 3000万辆左右。因上半年市场表现

低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期下调了年初对于 2019 年汽车销量的预判，经过重新评估，预计 2019 年全年汽车销量为 

2668 万辆左右，同比下滑 约5%。今年国六排放标准政策的实施导致行业供需错配，后续批发、零售数据将逐渐同步，结

合去年低基数，销量拐点有望于9月显现。公司相较竞争对手在研发能力、劳动力成本、成本管控、客户响应等方面的综合

竞争力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未来出口市场也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受益于公司出口业务的良好增长和公司良好的客户群和产品结构，公司在报告期内业绩下滑比例好于行业整体水平。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800.86万元，同比下降5.64%；营业利润15,086.25万元，同比下降19.11%；利润总额15,073.23

万元，同比下降19.45%；净利润12,618.33万元，同比下降20.47%。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2019年度经营计划目标积极开展了以下各项工作： 

（一）精锻科技各重要项目运营情况 

1、新能源汽车电机轴、铝合金涡盘精锻件制造项目：报告期内，铝合金涡盘锻造生产线已安装结束并完成生产线调试。 

2、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按计划正常推进，实验室部分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 

3、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土地性质变更事项暂无实质性进展，政府仍在协调土地招拍挂

相关手续的办理，招拍挂时间仍不确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宁波电控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受国内乘用车市场产销整体下滑的影响，宁波电控的主要客户整车产销量下滑明显，造成公司的销售业绩同

比下降。随着国内汽车行业的深入发展，不同汽车品牌对市场的影响力和销售情况出现分化，但国六排放标准的全面推广，

有利于推动国内发动机技术升级，推动VVT市场由侧置式VVT向中置式和中间锁止式VVT发展，宁波电控充分利用行业技

术转型升级的机会，积极参与上汽、大众等优秀汽车品牌的新产品研发，在战略上培植和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注重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基础管理水平提升，加大新品种和新客户开发力度，加大技改投入，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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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能力提升和正向设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公司装备现代化水平。同时，狠抓内部管理，采取多种措施，大力降低采购成

本；同时内部挖潜，不断优化产品设计，提高生产效率，努力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宁波电控在北仑小港装备园区的新工厂土建工程建设进度因施工结构调整略有延后。 

（三）天津工厂建设和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天津工厂传动齿轮项目一期工程按计划正常推进，项目建设、设备安装及水电气公用工程已经全部结束，厂

区绿化及道路已经完成施工。签订了办公大楼装修施工合同。目前除办公大楼正在装修外，项目其他建筑已具备竣工验收条

件。部分锻造、机加工、热处理、质量检测等设备陆续完成安装调试，部分产品具备样件生产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在天津工厂东侧新征土地55306平

方米，计划投资3亿元建设“模具制造分中心和差速器总成装配生产线”项目，为天津公司提供高精度高质量模具配套保障，

同时布局规划建设差速器总成装配产能，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和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四）市场开拓落实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项目和新客户的市场开拓情况如下： 

    公司总部： 

    a、新立项的新产品项目有26项； 

b、处于样件开发阶段的新产品项目有10项； 

c、处于样件提交/小批试生产的项目有58项； 

d、进入量产的新产品项目8项。 

宁波电控：  

a、新立项的新产品项目有5项；  

b、处于样件开发阶段的项目有13项； 

c、已完成样件提交/小批试生产的项目有3项。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天津）有限公司MEB、DQ501、大众奥迪新项目配套定点，充分体现了

大众汽车对公司差速器锥齿轮和轴齿类项目开发能力的高度认可；公司获得了沃尔沃汽车集团新能源车项目差速器总成和沃

尔沃行星支架项目配套定点，该项目是由公司直接向主机厂配套；公司获得了格特拉克江西（GJT）变速器同步器粉末冶金

齿毂等七个零件配套项目定点，进一步拓宽了产品市场配套领域。此外公司还获得了多个合资和自主品牌的差速器总成项目，

出口业务也进一步有了拓展，这些项目的获得，充分彰显了公司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标志着公司在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链业务

平台的产品布局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自动变速器领域业务又获得了新业务拓展。下一步公司在确保现有产品业务领域市场

竞争力的同时，将继续大力拓展新能源电动车配套领域不同客户系列产品的新生业务，继续提升研发、加工及试验能力，加

大投资扩大产能，有效地提升该类业务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 更好地满足快速成长的新能源电动车

市场需求，从而将新能源汽车产品配套业务打造成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新业务增长平台。  

（五）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和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等各类项目立项申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35件，获授权专利10件，其中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8件。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有

效专利142件，其中发明专利37件（包括PCT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专利各1件）、实用新型专利105件。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换证审核。机械工业精密锻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

等按照要求提交了验收申请，根据工信部产发中心要求及时提交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2019年度自评估报告及财务收支情

况表。 

（六）人力资源开发和员工队伍建设 

报告期末，在岗合同制员工总数1700人，公司上半年新招本科生20名。现仍有50名常州大学联办大专班学员在读。为加

快天津传动生产建设进度，报告期内，精锻科技总部第一批己选派约30名业务骨干力量外派长驻支援天津传动，在生产、质

量、设备、采购、环安等关键岗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天津当地招聘管理和技术专业人员，并通过校招，招聘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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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会计、工业工程、日语等专业应届毕业生近30人于七月份报到入职，为天津传动培养技术和管理后备人才。 

通过上述人才招聘和培养，外加劳务外包基本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七）持续改进、难题攻关、新品开发和节材降耗项目立项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准时交付，持续改进，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客户抱怨，提

升客户满意度，积极组织开展项目招标评比立项工作，公司本部确定年度公司级持续改进项目60项，难题攻关项目19项，技

术转型升级项目12项，节材项目1项，部门级持续改进144项。所有项目都明确了考核要求，目前各个项目都在有序推进和实

施中。 

（八）信息化管理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主要完成如下工作： 

（1）MRP专项辅导项目基本结束, 所有销售产品物料都采用MRP/MPS计划模式； 

（2）INFOR XI/ UI开发培训第一阶段完成； 

（3）MES项目开始实施。 

（九）重大专项实施情况 

2019年1月，公司顺利召开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启动会，召集各参与单位集中讨论修订了“课题实施方案”、“里程碑

计划表”以及“专项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根据课题示范线建设内容，成立了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组织管理团队，

并明确了课题实施组织架构及各示范线小组的职责分工，目前各示范线小组正依据进度安排有序组织课题的实施。3月份根

据省财政厅要求报送了专项课题转移支付2018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2019年6月26日，公司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2019年度中央财政资金494.75万元（第二笔）。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对该项目课题预算的审定结果，公司本次收到课题立项资金后，应向该课题其他联合参与单位共拨付人民币

193.25万元，公司作为课题牵头责任单位，本次实际获得的中央财政资金为301.50万元。 

（十）公司战略性新业务新项目推进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对主营业务和新业务拓展的需要，紧密关注汽车行业“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轻

量化”）发展趋势，积极布局新项目准备，公司已在调研并同步进行多项目可行性研究分析，已有新项目进入准备实施阶段，

在这些项目有事实进展时将及时披露。此外公司仍在继续关注并购成长机会和潜在的合作对象，积极争取在并购业务成长方

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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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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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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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