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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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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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安股份 6037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华鸣 许锐 

电话 023-61711177 023-61711177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兰美路701号

附3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兰美路701号

附3号 

电子信箱 zq@qamemc.com zq@qame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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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039,940.20 2,496,392,153.11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81,534,149.58 2,337,650,148.0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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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0,321.38 136,418,314.73 -135.11 

营业收入 225,875,431.15 386,106,196.61 -4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915,169.43 -7,380,466.92 -67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990,650.40 -10,349,358.62 -508.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6 -0.30 减少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2 -5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2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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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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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ANMING TANG 境外自然人 65.63 287,998,169 287,998,169 无   

祥禾泓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8 14,409,200   无   

上海泓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9 9,626,000   无   

祥禾涌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 9,221,385   无   

唐梓长 境内自然人 1.56 6,850,000   质押 3,580,000 

张于书 境内自然人 0.95 4,176,397   无   

杨力 境内自然人 0.95 4,150,000   无   

兰丞秦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4,060,934   无   

张华鸣 境内自然人 0.82 3,600,000   质押 2,150,000 

唐亚东 境内自然人 0.80 3,50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上海泓

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受

同一控制人控制；上海兰丞秦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上海兰丞皆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杨力系唐梓长配偶之兄长；张于书系 YUANMING TANG 之配

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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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587.54 万元，同比下降 41.5%，公司最终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91.52万元。其中，二季度亏损2,493.7万元，环比一季度亏损3,197.82

万元有所收窄。公司经营指标完成情况低于公司同期水平及预期，主要原因是汽车市场销售全面

下滑，主要客户整车市场销量下滑幅度加深，客户端需求下降，销售量的减少致使公司产量降低，

导致单位产品的折旧摊销增加。另外，公司新产品开发周期较长，大部分新客户项目还处于开发

及样件交付阶段，少数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项目，但仍处于投产爬坡阶段，暂未形成批量销售收入。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尽管公司销售同比下降及净利润亏损，但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处于非

常良好的状态：资产总额 24.24 亿元，负债总额 1.43 亿元，所有者权益 22.82 亿元，资产负债率

5.9%，现金比率 5.27。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较高的现金比率表明公司资金充足，财务指标稳健，

财务状态健康良好，为公司未来战略布局及后续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资金保障。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面对汽车市场销售全面下滑状况及行业未来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公司运营团队稳健应对，本

着行稳致远及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积极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谋求未来更大的可持续性发展、

机遇和空间。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包括拓展市场、持续推行人才战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稳

步推进新能源板块等工作，具体如下： 

1、继续致力拓展新客户，持续优化客户结构；深耕现有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稳步推进新项



目及新产品研发、投产、交付，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升级换代产品的研发投入，确保公

司行业技术领先的优势地位 

①积极拓展市场空间，稳步优化客户结构：公司开展多元化客户分布战略以来，不断开发新

客户，目前已经形成了合资品牌长安福特、长安标致雪铁龙、上汽通用五菱等，自主品牌长安汽

车、江铃汽车、北汽福田、一汽轿车、哈尔滨东安、吉利汽车、广汽集团，以及台资品牌杭州创

捷新能源汽车的客户群体。随着新客户的拓展及老客户深耕，将改善公司主要客户集中的情况，

减轻对主要客户的依赖程度，降低市场风险，拓展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②深耕现有客户，扩大市场市场份额：公司基于和现有客户结成同步研发、协同发展的战略

合作关系，依靠稳定优质的产品、快速及时的交货能力，继续巩固和发展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关系

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公司充分发挥生产制造经验，挖掘产品竞争优势，通过更为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深化与老客户的合作关系；同时，发挥稳健高效的研发与工艺能力，积极主动地

参与客户新车型的同步研发，拓展新产品类别。 

③稳步推进新产品研发及量产：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新项目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与技术投入，提

高对客户要求同步反应速度，提升与整车企业进行同步开发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全面有序地启动了 9 个新项目的研发及投入，共完成 6 个新项目的 OTS 样件交付。同时导入

了吉利汽车部分项目量产状态交付并为后续产能爬坡进行产能准备，完成了长安福重点项目升级

换代的量产准备工作并进入小批量量产阶段。继续稳步推进客户相关能源产品的研发工作和投入，

紧扣行业技术发展前沿，持续的新产品开发及投产是公司业务后续稳步增长的有力保障。 

2、全面推行人力资源战略，助推公司持续高速发展 

2019 年，在引进国内外行业专业人才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人才提升措施。包括聘请专家

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外派业务骨干人员学习，同时组织内部培训及交流等形式的学习。通

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学习，提高了员工整体专业知识水平及业务能力，拓宽了员工视野。2019 年，

公司继续修订完善薪酬体系，合理调整了公司内部机构设置，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激发员工

能动性，提升了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公司持续高速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3、实施股票股期权激励计划，实现企业员工双赢发展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补充完善薪酬结构，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

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积极性，公司制定了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对 95名激励对象授予 2742



万份股票期权。通过股权激励计划，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利益

与公司利益紧密结合，进一步增强公司凝聚力，共谋公司务实创新、再造升级，实现高质量长远

发展。  

4、持续完善标准化精细管理，强化管理体系升级，改善质量效益 

公司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生产和管理，从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进行成本控

制，规范运作，提高效率。强化内部控制，节能挖潜，促进增收节支。积极开展合理化建议工作，

深入挖掘各个管理节点潜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基于 2018 年质量表现，制定了 2019 年质量改善提升计划。在构建数字

化管理模块，全方位实现基于数据的改善提升管理。同时，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对制造

过程中重要的质量控制项目，成立了专题质量改进小组进行管控，实现高效率管理模式。 

为适应汽车行业新的发展变化，公司完成了 ISO/TS16949 向 IATF16949 转版工作，新版

IATF16949 基于加强过程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增加了对知识管理分析要求、进一步强调了汽车产

品安全的重要性和产品可追溯性的要求等。为适应新的行业认证体系的变化，基于现有体系公司

进一步完善了体系，确保体系高质量运行。 

5、稳步推进新能源板块工作 

公司启动“再造升级”战略，于 2018 年 7 月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美沣秦安汽车驱动系统有限

公司对接新能源板块。公司根据发展需求合理调整子公司内部机构设置，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

大力培育内部人才的同时积极引进外部优秀人才，完善研发人才队伍队伍建设，有序开展研发投

入。以创新促发展，形成自主研发能力，确保公司未来核心竞争优势，积极推进“再造升级”发

展战略 

综上，2019年 1-6 月公司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各项工作进度，随着新客户拓展，后续新产品的

开发及投产，将有助于促进公司业绩提升。随着人才战略的推行和激励制度完善等，有利于公司

稳健经营发展并为新能源领域后续发展奠定了发展坚实基础。在立足现有主业的基础上，公司已

全面推进新能源板块工作，通过涉入新能源领域，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将形

成多元主业的市场发展态势，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使公司始终处于行业前

沿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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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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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