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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0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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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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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33,807,876 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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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泵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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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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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谢国楼 刘志恒 

办公地址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电话 0377-69662536 0377-69723888 

电子信箱 dmb@xixia-waterpump.com dmb@xixia-waterpum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

业务仍是汽车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销售，主要产品为汽车发动机水泵、汽车发动机排气歧

管、发动机涡轮增压器壳体等产品。公司一直致力于对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市场的研究，积极

与发动机、整车制造商合作，并为之提供配套服务。汽车水泵是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的重要

部件，主要用来使冷却系统内的冷却液循环流动，保持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排气歧管

是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的重要部件，作用是把发动机汽缸内燃烧的废气集中收集起来，转入

催化器清洁净化，消音器降低噪音，以便达到排放标准。涡轮增压器壳体是涡轮增压器的主

要构成部分，形状复杂，要求有良好的耐高温特性。 

公司采用精益生产、以单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根据下游厂商订单要求，用最少的资源、

最短周期、最快反应生产出最高品质、最低成本的产品。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具备了全国范

围内的直销能力，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销售主要分为三部分：国内主机厂商的配套销

售、海外销售、少量国内售后服务市场销售。 

本公司的上游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加工等，其中生铁、镍板、合金铝是主

要原材料，其他还包括轴承、水封、紧固件等外购件。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影响本行业的

成本变化。下游行业主要是发动机、整车制造商。市场对主机和整车的需求影响本行业的产

销情况，而主机和整车的价格变动又将影响本行业的利润水平。 

2016年，我国汽车行业加大改革力度，深化调整强度，加快更新步伐，产销高速增长，

全年汽车产销分别为2,811.88万辆和2,802.82万辆，同比增长14.46%和13.65%。产销再创历

史新高，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行业经济效益指标呈明显增长。2016年，公司完成营业收

入208,482.66万元，同比增长8.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785.72万元，同比增长

88.75%。涡轮增压器壳体、电控开关水泵、电子水泵等产品大幅增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效

果显现。同时，公司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电子模块和汽车发动机热管理系统方面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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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084,826,649.22 1,914,844,362.09 8.88% 1,614,686,22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57,248.16 57,143,411.28 88.75% 40,422,9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776,589.08 47,246,529.22 96.37% 29,517,26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43,714.50 84,108,930.07 -17.20% 84,002,910.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8 77.78%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8 77.78%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1% 3.76% 2.25% 3.4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868,280,146.61 2,985,543,225.92 -3.93% 2,520,311,45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0,435,019.24 1,755,790,080.92 4.82% 1,186,465,899.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6,840,310.97 477,456,272.88 506,153,469.99 624,376,59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9,952,898.46 21,871,847.44 26,745,242.30 29,287,25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78,735.78 21,015,304.44 21,880,583.40 27,801,96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433,312.47 46,452,110.19 52,657,824.90 -38,899,5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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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1,6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97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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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6% 111,360,013 4,580,790 质押 99,0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18,573,800 17,980,3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5,739,57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3,361,397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60% 2,013,11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达宏利改革动力量化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1,488,01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1,298,112 0   

孙定文 境内自然人 0.38% 1,275,000 1,181,250 质押 1,050,000 

王瑞金 境内自然人 0.36% 1,215,000 1,181,250   

焦雷 境内自然人 0.36% 1,200,000 1,181,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孙耀

志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孙玉明将共计 627,535 股存放于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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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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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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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增长动能不足，保护主义抬头，意外风险增多，增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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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我国汽车行业加大改革力度，深化调整强度，加快更新步伐，产销高速增长，全

年汽车产销2,811.88万辆和2,802.82万辆，同比增长14.46%和13.65%。产销再创历史新高，

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行业经济效益指标明显增长。在汽车行业高速增长的有利背景下，

公司认真贯彻“两抓两创”的经营方针，控制投资规模，引导产能释放；优化产品结构，提

升产品品质；实施送转方案，扩大股本规模；成立上海飞龙公司，布局新能源汽车；传统业

务继续巩固，坚实迈进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482.66万元，同比

增长8.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785.72万元，同比增长88.75%，经济效益指标明

显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水泵 1,007,639,928.40 270,856,406.76  26.88% -0.85% 1.86% 0.72% 

排气歧管 722,398,589.48 179,503,390.22  24.85% 26.04% 50.71% 4.07% 

涡壳 233,916,017.43 45,398,915.88  19.41% 31.38% 50.05% 2.42% 

飞轮壳 55,891,114.40 982,0077.14  17.57% 1.28% 9.39% 1.30% 

其他 55,827,226.46 860,1534.37  15.41% -29.68% -22.10% 1.5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产品比例增长，公司全年实现营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业收入208,482.66万元，同比增长8.88%;主营业务成本156,149.26万元，同比增长6.46%;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785.72万元，同比增长88.75%;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原材料价

格相对低位徘徊，新市场和新产品发挥效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显著。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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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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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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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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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签字页）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孙耀志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 

 


	一、重要提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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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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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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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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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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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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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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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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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