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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9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之专项现场检查报

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865 号”文核准，广东文灿压

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文灿股份”）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开

发行了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00 万元，

期限 6 年，并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根据文灿股份 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告的《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文灿

股份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2,021.27 万元，降至 5,131.47 万元，

同比下降 57.3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0,508.75 万元，

降至 4,728.53 万元，同比下降 55.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

担任文灿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

构与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要求，对文灿股份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

同比下降 50%以上的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专项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0 日、2019 年 11 月 13 日，针对文灿股

份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的情况，中信建投证券现场检查人员取得并

查阅了文灿股份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现场访谈了文灿股份部

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部门相关人员，查阅了同行业相关信息，实地查看

工厂生产情况，对公司 2019 年 1-9 月业绩下滑的原因进行分析，了解公司业绩

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文灿股份 2019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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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8,456.95 119,368.49 -9.14% 

营业成本 83,223.72 85,487.85 -2.65% 

税金及附加 1,077.66 1,258.36 -14.36% 

销售费用 4,497.43 4,260.53 5.56% 

管理费用 6,634.04 5,844.87 13.50% 

研发费用 4,631.92 5,302.75 -12.65% 

财务费用 2,633.91 3,269.56 -19.44% 

加：其他收益 1,185.68 769.29 54.13% 

信用减值损失 338.50 -104.57 -423.70% 

资产减值损失 -2,141.06 -2,630.22 -18.60% 

资产处置收益 -9.92 42.20 -123.51% 

营业利润 5,131.47 12,021.27 -57.31% 

利润总额 5,086.38 11,953.71 -57.45% 

净利润 4,728.53 10,508.75 -5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728.53 10,508.75 -55.00% 

三、文灿股份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政策的影响，汽车行业整车产销量下降，

公司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2019 年以来，汽车行业积极响应国家蓝天保卫战的号召，排放标准“国五”

升级到“国六”，以及部分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各大主要汽车厂家

和品牌的产销量均面临压力；同时，整体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消费者短期内持

币观望态势明显，使得 2019 年前三个季度的汽车产销数据并不乐观，以我国为

例，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1-9 月，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

完成 1,814.9 万辆和 1,837.1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1.4%和 10.3%。

受下游汽车整车产销量下降的影响，公司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降 9.14%。 

（二）公司产品销量下降以及公司子公司江苏文灿处于试生产阶段使得公

司单位产品成本上升，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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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放标准“国五”升“国六”的汽车产业政策以及整体宏观经济景气度下

行的影响导致公司产品销量下降，使得公司单位产品成本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公司子公司江苏文灿处于试生产阶段，投产初期投入较大、产出率较低，导致其

产品单位成本较高，进而拉低公司整体毛利率。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9

年 1-9 月综合毛利率为 23.27%，较上年同期 28.38%有所下降。 

（三）公司子公司天津雄邦处于逐步达产期、江苏文灿处于试生产阶段使

得其各项管理费用增加；另外公司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水平等原因，导致公司

管理费用有所增加 

公司子公司天津雄邦处于逐步达产期、江苏文灿处于试生产阶段，相应公司

所增加管理人员的薪酬及福利、办公楼及宿舍楼等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费用、相

应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以及为开展业务而发生的专业机构服务费

等各类管理费用均有所增加；另外，2019 年 1-9 月，公司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水

平导致管理人员薪酬及福利有所增加。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9 年 1-9 月

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13.50%。 

四、文灿股份的应对措施 

2019 年以来，面对汽车行业产销量下滑和整体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的形势，

公司积极加大开发新客户的力度，如开发了上汽变速器、广汽新能源、法国三电、

小鹏汽车等新客户。同时公司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保障产品供应的交付和质量

要求，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和信任关系，从公司主要客户大众、奔驰、吉利等的在

手订单来看，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其未来三个月在手订单合计约为 1.82 亿

元，同比有较大增长。 

另外，公司持续提升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持续加强产品质量管控、

降低产品不良率，同时加强公司子公司天津雄邦和江苏文灿的生产和日常管理，

以降低产品单位成本，控制费用开支。 

五、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应针对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的情况做好持续信息

披露工作，确保在符合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前提下及时、充分的披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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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六、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需要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情

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七、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能够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配合保

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八、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文灿股份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主要是由于受下游汽车整车产销量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公司产

品销量下降及公司子公司江苏文灿处于试生产阶段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上升、公司

子公司天津雄邦和江苏文灿投产初期各项费用持续增加以及提高员工的工资待

遇水平导致管理费用有所上升等因素所致。本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

对文灿股份未来经营业绩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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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1-9 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星明               李  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