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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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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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 6037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志荣 彭丽娜 

电话 0574 – 8816 9136 0574 – 8816 9136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电子信箱 nbgaofa@163.com nbgaofa@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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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4,652,893.03 2,253,989,574.68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20,646,454.46 1,908,151,264.51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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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82,018.08 53,444,192.34 212.25 

营业收入 437,250,219.77 737,967,184.12 -4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07,158.49 156,052,022.95 -43.28 



603788 宁波高发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070,791.87 136,597,682.87 -4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2 8.11 减少3.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68 -44.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68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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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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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2 83,790,000 0 无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5 11,620,000 0 未知  

钱高法 境内自然人 4.76 10,956,400 0 无  

钱国耀 境内自然人 4.23 9,739,100 0 无  

钱国年 境内自然人 4.23 9,739,10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2.92 6,708,897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1.86 4,274,900 0 未知  

欧林敏 未知 1.7 3,903,800 0 未知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未知 1.42 3,271,877 0 未知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浙江

浙商转型升级母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1.42 3,271,877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

国年、钱国耀为父子关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

弟关系；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为钱高法、钱国

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钱国年、钱国

耀分别持有高发控股 36%、32%、32%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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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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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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主要从事汽车变速操纵控制系统和加速控制系统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变速操纵系统总成、电子油门踏板、汽车拉索等，为国内

三十多家主机厂的一级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立足传统优势产品，继续保持传统产品的行业领先优势，同时积极拓展

汽车电子与控制产品的应用新领域，努力使公司成为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汽车电子与控制的零部

件一级供应商。 

 

报告期内，在行业处于下降通道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勤勉尽责，稳健经营，保证公司健康稳

定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25.02 万元，同比减少 40.75%；营业利润 10,428.03 万元，同

比下降 41.31%；净利润为 8,850.72 万元，同比下降 43.85%；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50.72

万元，同比下降 43.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688.20 万元，同比增加 212.25%。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总体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比上升 1.97 个百分点，其中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2.13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同比上升 0.30 个百分点，研发费用同比上升 0.89 个百分点，财务费用同

比下降 0.77 个百分点。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三项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总体上升，但整

体依然有效可控。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主要产品电子变速操纵器已取得包括吉利汽车、长城汽车、上汽乘

用车、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东风汽车、上汽大通、江铃汽车等多家主机厂的配套资格，在行

业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竞争地位；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电子油门踏板取得了广汽乘用车的配套资

格。公司业已开始与合资主机厂进行接洽，在合资主机厂日渐重视具有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国内自

主零部件厂商的过程中，公司将积极抓住机会，争取尽快突破向合资品牌主机厂供应公司的主打

产品。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长安马自达的潜在供应商审核，具备了相应产品的竞价资格。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利用行业相对淡季的时机，对公司产品生产线进行提升改造，挖掘潜力，

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保证水平，为后续更好的发展蓄力。 

 

报告期内，公司按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预案》实施了回购，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 3,037,18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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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 14.8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46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3,326,676.08 元（含

交易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将其持有的雪利曼电子 80%股权和雪利曼软件 35.55%股权以 13,000 万元的价

格协议转让；报告期内交易双方完成股权交割；自 2019 年 4 月起，雪利曼电子和雪利曼软件不再

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协议相关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公司转让雪利曼电子股权后，公司将非公开募集投项 “汽车虚拟仪表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

宁波高发，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所在地；终止实施“汽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项目”和“城市公交车联

网平台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进行管理。公司将积极

筹划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科学、审慎地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相应的程序，在防范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保障新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在行业周期性下行的环境下，公司将继续坚持深耕主业，修炼内功，在保持内生发展稳定的

同时积极寻求外延性发展机会，以期进一步开拓新渠道，延展产品线和提升技术水平，为公司的

进一步发展积蓄后劲，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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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根据上述文件要求，报告期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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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

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1）金融工具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的新金融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的

会计准则，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调整如下： 

 

1）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2）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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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此次变更仅对公司财

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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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钱高法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