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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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灿股份 60334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璟 徐贞 

电话 0757-85121488 0757-85121488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里和

公路东侧（白蒙桥）地段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里和

公路东侧（白蒙桥）地段 

电子信箱 securities@wencan.com securities@wen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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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8,908,703.29 2,881,043,191.91 2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19,223,673.87 2,040,126,099.54 8.7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1-6月）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366,194.42 52,681,098.54 54.45 

营业收入 739,484,340.09 765,518,849.86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605,391.28 60,081,897.22 -3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130,156.69 56,944,459.69 -4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4 4.23 减少2.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3 -4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33 -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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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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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雄 境内自

然人 

13.64 30,000,000 30,000,000 无 0 

唐杰邦 境内自

然人 

13.64 30,000,000 30,000,000 无 0 

唐杰维 境内自

然人 

13.64 30,000,000 30,000,000 无 0 

唐杰操 境内自

然人 

13.64 30,000,000 30,000,000 无 0 

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64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15,800,000 

王令灼 境内自

然人 

0.93 2,053,600 0 无 0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5 1,000,000 0 无 0 

深圳前海万牛红犇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45 1,000,000 0 无 0 

佛山中科金禅智慧产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其他 0.45 1,000,000 0 无 0 



伙） 

任庆华 境内自

然人 

0.35 76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唐杰雄、唐杰邦，

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13.64%的股份，并

通过盛德智间接控制公司 13.64%的股份，唐杰雄、唐杰邦

合计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 40.9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唐杰雄、唐杰邦、唐怡汉、唐怡灿分别持有盛德智

37.50%、37.50%、12.50%、12.50%的股权，唐杰维、唐杰

操分别持有公司 13.64%的股份，唐怡汉、唐怡灿、唐杰维、

唐杰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杰雄、唐杰邦的一致行动人，

唐怡汉、唐怡灿分别为唐杰雄、唐杰邦之父，唐杰维、唐

杰操分别为唐杰雄、唐杰邦之胞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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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中高档汽车的发

动机系统、变速箱系统、底盘系统、制动系统、车身结构件及其他汽车零部件。公司秉承“诚信

为本、追求卓越”的经营理念，立足在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不断增强

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拓展现有业务市场份额，优化产品结构，同时稳步推进企业建设，增强公

司实力。 

2015 年 3 月，公司被中国铸造协会评选为“中国压铸件企业 20 强”；2017 年 6 月，公司被中

国铸造协会评选为“中国压铸件生产企业综合实力 50 强”；2019 年 3 月，公司被中国铸造协会评

选为“第二届中国铸造行业压铸件生产企业综合实力 50 强”。2017 年 6月，子公司文灿模具被中

国铸造协会评选为“中国压铸模具生产企业综合实力 20 强”；2019 年 3月，子公司文灿模具被中

国铸造协会评选为“第二届中国铸造行业压铸模具企业综合实力 20 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总体经营情况 



近年来，虽然全球经济步伐放缓，全球和我国汽车产销量增速均有所下滑，但由于基数较高，

每年汽车产量仍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处于高位调整的时期，且随着单车用铝量的大幅上升，抵消

了汽车产销量下降的影响，综合而言，汽车铝合金压铸件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随着下游行业竞争的加剧，市场将进一步集中，品牌口碑好，性能卓越、能耗低的大型汽车

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定位于高端汽车品牌的零部件供应商，主要客户包括采埃孚

天合、格特拉克、法雷奥、威伯科等全球知名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以及大众、奔驰、特斯拉、

长城汽车、上海蔚来、吉利、比亚迪等整车厂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948.43 万元，同比下降 3.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3,760.54 万元，同比下降 37.41%。主要系公司受汽车行业市场环境影响销售下降及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二）业务发展情况 

1、持续开发优质客户，优化客户结构 

公司在客户开发、维护和服务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系统流程，为

进一步拓展销售网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公司不断强化在汽车类压铸件领域的竞争优势，

在巩固原有客户资源优势的同时，不断开拓质量优良、发展潜力大的优质客户群。报告期内，公

司新开发了法国三电（Sanden）、德国曼恩（MAN）、格罗夫氢能汽车、愛尔铃克铃尔等优质客户，

为法国三电供应空调压缩机零件,为曼恩卡车供应发动机管类零件，为格罗夫氢能汽车供应车身结

构件，为爱尔铃克铃尔供应发动机零件。 

2、稳固现有客户，扩大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稳固与现有客户的业务关系。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与现有整车客户大众、

特斯拉、上海蔚来、奔驰汽车、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继续展开全面深入合作，2019 年 1-6 月，对

其销售收入分别为 13,048.14 万元、6,039.04 万元、4,762.02 万元、3,620.58 万元、3,147.63

万元和 3,122.40 万元。 

去年重点开拓的新客户上汽集团、广汽集团、比亚迪、小鹏汽车等新客户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已交样或准备交样。今年下半年将重点开拓华晨宝马、理想汽车等潜在客户。 

3、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推进新产品研发及量产交付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已获得的新项目、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与技术投入。2019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 3,199.88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33%。重点研发项目包括：大众新能源 MEB

平台重点项目核心零部件电机壳体的项目；北京奔驰、广汽新能源、上海蔚来车身结构件项目；

日本法雷奥空调压缩机项目；法国三电新能源空调压缩机项目；格特拉克混合动力拨鼓项目。 

（三）建设开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下游客户的需求不断增加、订单规模扩大，为了快

速占领市场，2019 年公司积极扩大生产能力，加强对生产基地的建设。 

1、公司目前共 5 个生产基地，文灿股份、文灿模具、南通雄邦、天津雄邦、江苏文灿，其中

子公司天津雄邦已完成基本建设，正在进入逐步达产期，子公司江苏文灿正在进行基本建设，处

于试生产阶段。工厂全部完成建设后，将大大提高公司产能，增强订单响应速度及产品交付能力。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分别位于天津雄邦、南通雄邦，投资总额

分别为 7.36亿元、5.08亿元，其中天津雄邦 IPO 募投项目预计将于 2020年 2 月达产，南通雄邦

IPO 募投项目已于 2019 年 4 月进入达产期。 

3、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 4 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地点分别位于

江苏文灿、天津雄邦、南通雄邦、文灿股份，投资总额分别为 6.11 亿、1.92 亿、1.09 亿、0.26

亿。江苏文灿于 2018 年 6 月通过司法拍卖取得江苏江旭铸造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土地、厂房、机

器设备，此次募投项目将对江苏文灿厂房及生产设备进行改扩建及更新，引进先进、高效的生产

设备，将江苏文灿打造成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第二个生产基地。天津雄邦将在现有生产基地的厂



房内新增发动机系统（电机壳体）、变速箱系统零部件的生产线，扩充产能。南通雄邦将主要新增

开展汽车零部件压铸模具的设计及制造，以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增模具需求。文灿股份将

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企业管理水平，增强公司现有业务

的盈利能力及生产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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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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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详见附注五。 

（2）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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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受影响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列报调整如下：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列报格式变更的

影响 

列报格式变更调

整后金额 

执行新企业会计

准则的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应收票据 --- 8,630,011.16 8,630,011.16 8,630,011.16 8,630,011.16 

应收账款 --- 350,174,912.15 350,174,912.15 350,174,912.15 350,174,912.1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8,804,923.31 -358,804,923.31 --- -358,804,923.31 --- 

应付票据 --- --- --- --- --- 

应付账款 --- 334,763,183.03 334,763,183.03 334,763,183.03 334,763,183.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4,763,183.03 -334,763,183.03 --- -334,763,183.03 --- 

资产减值损失 -39,416,768.16 3,857,148.43 -35,559,619.73 3,857,148.43 -35,559,619.73 

信用减值损失 --- -3,857,148.43 -3,857,148.43 -3,857,148.43 -3,857,148.43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日至本

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2、公司于 2019 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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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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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