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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0、200030                       证券简称：富奥股份、富奥 B                  公告编号：2019-45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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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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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奥股份、富奥 B 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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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平 王淼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电话 0431-85122797 0431-85122797 

电子信箱 000030@fawer.com.cn 000030@fawer.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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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3,499,013.73 3,819,363,671.27 2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3,754,627.42 481,413,971.75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4,037,859.76 432,403,110.76 -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733,605.71 84,302,527.09 -20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0 0.2659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0 0.2659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8.03%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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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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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5,962,386.39 11,682,128,691.55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26,973,079.26 6,380,132,440.58 -2.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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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股权投资
（天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41% 441,995,373    

吉林省天亿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2% 324,495,380    

宁波华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5% 252,568,785    

吉林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3% 181,657,48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 42,493,8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3% 35,004,200    

叶凡 境内自然人 0.52% 9,355,063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50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间接持有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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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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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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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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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汽车行业产销持续低位运

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汽车产销已连续12个月呈现同比下降。1-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3.2

万辆和1232.3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3.7%和12.4%。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997.8万辆和1012.7万

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15.8%和14%。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5.4万辆和219.6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

别下降2.3%和4.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4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98%。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9.1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27亿元。 

2019年上半年，公司以“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为产品战略方向，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布局。在现

有自主逆变器和合资逆变器新能源核心部件项目的基础上，加快实施新能源相关部件的资源布局。加速推

进国际化发展战略，富奥墨西哥建厂全面启动，实现为墨西哥大众串联泵产品的配套，并进一步将美洲市

场辐射到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和纳威斯达、佩卡等主要整车客户。加强欧洲市场开发，紧跟国际

整车客户全球战略步伐，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泵类、传动轴、散热器和钢板弹簧等产品的全球竞标，

不断提升公司国际化产品开发和配套能力。 

行业预测，2019年全年汽车总体将呈现负增长。2019年下半年，面对行业下行等不利因素，经营发展

任务将更加艰巨。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落实“十三五”战略，着力推进增收降本攻坚战，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

布局，继续加快重大战略实施步伐，有效提升运营发展质量，确保完成2019年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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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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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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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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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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