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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19-088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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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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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菱动力  股票代码 3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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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浩 何心竹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 298 号 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 298 号 

电话 028-87078355 028-87078355 

电子信箱 Yanghao@xlqp.com hexinzhu@xlq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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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94,255.75 291,632,641.73 -2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73,449.56 42,546,836.62 -7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013,069.58 34,076,425.39 -7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16,838.82 47,159,557.41 -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8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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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4.1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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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260,045.05 1,440,552,216.09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9,912,467.26 1,138,292,330.18 -0.74%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将应列入非经常性损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取得

的理财收入误计入了经常性损益，其中第一季度税前影响金额为1,605,253.96元，第二季度税前金额为3,939,775.19元，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经予以更正。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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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林 境内自然人 34.17% 54,672,845 54,389,245   

喻英莲 境内自然人 23.50% 37,593,004 37,593,004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 5,226,619 0   

王锡华 境内自然人 2.41% 3,850,313 0 质押 3,270,000 

浚信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3,225,652 0   

王乐亮 境内自然人 1.72% 2,750,261 0 质押 2,400,000 

徐州睿德信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2,174,126 0   

王晓东 境内自然人 1.25% 2,000,261 0   

庄广生 境内自然人 0.65% 1,040,000 0   

郭进勇 境内自然人 0.63% 1,000,000 0 质押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魏晓林与股东喻英莲系夫妻关系，浚信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与徐州睿德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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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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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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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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汽车行业持续低迷，2019年1-6月汽车产销分别为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产销量比去年同期分别下

降13.70%和12.40%；受行业发展放缓的影响，公司对部分主要客户的销售订单出现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2019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09.43万元，同比下降20.42%；营业利润1,184.45

万元，同比下降74.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87.34万元，同比下降74.4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8,226.00万

元，比期初增加2.90%；净资产112,991.25万元，比期初减少0.7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执行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不断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治理水平。面对汽车市场

需求放缓的不利局面，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在服务好现有客户的同时，加强与合资、外资品牌客户的合作，提升公司产品在合

资、外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公司新产品涡轮增压器项目建设也在有序进行，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稳步推进，建立了一支适

应涡轮增压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理团队；公司于2019年3月通过了GJB 9001C-2017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并取

得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于2019年5月通过了保密体系审核并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

书》，建立起了适应军品管理的质量体系和保密体系，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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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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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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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公

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按照财政部通知的要求

适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详细调整如下： 

A、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9,315,369.43 249,315,369.43  144,546,509.59 144,546,509.59 

其他流动资产 252,819,511.99 -249,315,369.43 3,504,142.56 147,986,674.02 -144,546,509.59 3,440,164.4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9,350,242.92 -189,350,242.92  189,172,916.30 -189,172,916.30  

应收票据  65,391,281.74 65,391,281.74  65,391,281.74 65,391,2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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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8年1-6月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C、2018年1-6月受影响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无。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不会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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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123,958,961.18 123,958,961.18  123,781,634.56 123,781,634.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7,916,537.51 -187,916,537.51  204,535,534.66 -204,535,534.66  

应付票据  112,886,666.90 112,886,666.90  165,895,235.76 165,895,235.76 

应付账款  75,029,870.61 75,029,870.61  38,640,298.90 38,640,298.90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管理费用 31,587,797.15 -11,171,044.88 20,416,752.27 24,785,603.53 -10,698,287.49 14,087,316.04 

研发费用  11,171,044.88 11,171,044.88  10,698,287.49 10,698,2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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