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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耀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定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晓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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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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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92,684,934.02 476,840,310.97 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320,212.68 29,953,321.73 7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477,130.65 22,078,735.78 11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329,752.37 9,433,312.47 64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1.7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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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3,507,877.72 2,868,280,146.61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1,755,231.92 1,840,435,019.24 2.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04,652.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435,595.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78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80.20  

合计 2,843,08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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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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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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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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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18,573,800 13,93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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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4,7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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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3,652,597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64% 2,135,25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华富裕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2,130,283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丝

路主题股票型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1,643,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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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量化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1,509,895 0   

李根 境内自然人 0.42% 1,397,127 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1,386,22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6,779,223 人民币普通股 106,77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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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0,078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78 

孙耀忠 4,643,450 人民币普通股 4,6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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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597 人民币普通股 3,652,597 

潘欣泉 2,135,255 人民币普通股 2,135,2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富裕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30,283 人民币普通股 2,130,2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丝路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3,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量化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09,895 人民币普通股 1,509,895 

李根 1,397,127 人民币普通股 1,397,12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量

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1,386,222 人民币普通股 1,386,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李根将共计 1,3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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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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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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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65,673.67 2,043,274.39 123.45% 本年将管理费用的税金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外收入 4,485,042.13 9,535,540.54 -52.96% 收到的的政府补助比同期少。 

营业外支出 1,633,879.90 102,400.00 1495.59%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所得税费用 5,053,351.96 1,939,885.49 160.50% 利润增加导致。 

在建工程 24,412,823.35 18,513,500.82 31.86% 行政研发技术中心项目逐步投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同业竞争承

诺 

1、本公司目前没有在中

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

对西泵股份构成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西

泵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权益；或以其他任

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

权；2、本公司不会直接

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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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或参与或从事与西

泵股份业务相竞争的任

何活动；3、本次收购后，

凡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

公司在中国境内有商业

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

可能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并

将促使下属公司）应于知

悉该商业机会后立即通

知上市公司，并将上述商

业机会按上市公司能合

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

先提供给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表示放弃或在合理

期限内未明确接受的，本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方可

合理地参与该机会；4、

本公司不会利用控股股

东的身份进行损害西泵

股份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经营活动；5、本公司愿

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

给西泵股份造成的全部

经济损失。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关联交易承

诺 

1、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

构和本次收购报告书中

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本

公司以及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西泵股份之间

现时不存在其他任何依

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交易；2、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

以及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西

泵股份发生关联交易。如

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

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本

公司以及实际控制的其

他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西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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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股份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按照公允、合理的商业准

则进行；3、本公司承诺

不损害西泵股份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利益。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性承诺 

1、人员独立 保证西泵股

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担任职务或领薪；

保证西泵股份的财务人

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保证西泵股份的劳动、人

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间完全独立。2、资产

独立 保证西泵股份具有

独立完整的资产，保证不

存在西泵股份的资金、资

产被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

形。3、财务独立 保证西

泵股份独立的财务核算

体系；保证西泵股份独立

的银行账户，不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共用银行账户；保证西

泵股份依法独立纳税，独

立做出财务决策，本公司

不干预西泵股份的资金

使用等财务、会计活动。

4、机构独立 保证西泵股

份独立健全的内部经营

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

管理职权，不存在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有机构混同的情

形。5、业务独立 保证西

泵股份在采购、生产、销

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保证本公司及本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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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西泵股份不存在同业竞

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以及西泵股份的公司章

程的规定，依法履行控股

股东应尽的诚信和勤勉

责任。 

孙耀志 
同业竞争承

诺 

1、本人目前没有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

西泵股份构成竞争的业

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西泵

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权益；或以其他任何

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从事与西泵股份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为西泵股份的竞争企业

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

方面的帮助，以避免本人

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西泵股份构成同业竞

争；3、 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西泵股份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本人将立即通知西泵

股份，并将该等商业机会

让与西泵股份；4、本人

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的

身份进行损害西泵股份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

活动。5、本人愿意承担

因违反上述承诺给西泵

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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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孙耀志 
关联交易承

诺 

1、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

构和本次收购报告书中

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本

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西泵股份之间

现时不存在其他任何依

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交易；2、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人及

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西

泵股份发生关联交易。如

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

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本

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西

泵股份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按照公允、合理的商业准

则进行；3、本人承诺不

损害西泵股份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利益。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孙耀忠 
同业竞争承

诺 

1、本人目前没有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

西泵股份构成竞争的业

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西泵

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权益；或以其他任何

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本人不会在中国境内

或境外，从事与西泵股份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为西泵股份的竞争企业

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

方面的帮助，以避免本人

与西泵股份构成同业竞

争；3、 本人从任何第三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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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

与西泵股份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本人将立即通知西泵

股份，并将该等商业机会

让与西泵股份；4、本人

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的

身份进行损害西泵股份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

活动。5、本人愿意承担

因违反上述承诺给西泵

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孙耀忠 
关联交易承

诺 

1、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

构和本次收购报告书中

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本

人与西泵股份之间现时

不存在其他任何依照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关联交易；2、本次

收购完成后，本人将尽量

避免、减少与西泵股份发

生关联交易。如因客观情

况导致必要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的，本人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和西泵股份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按照公允、合

理的商业准则进行；3、

本人承诺不损害西泵股

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

益。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孙耀忠 独立性承诺 

本人保证与西泵股份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及财务方面保持相互独

立。本人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

西泵股份《公司章程》的

规定，依法履行应尽的诚

信和勤勉责任。 

2014年 08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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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股份锁定承

诺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所认购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

易；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份

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

西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

月。 

2015年 06

月 03 日 

2015年 6月

3 日

——2018

年 6 月 3 日 

正常履行中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创金合

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承

诺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所认购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12

个月内不转让和上市交

易；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份

进行锁定处理，锁定期自

西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

月。 

2015年 06

月 03 日 

2015年 6月

3 日

——2016

年 6 月 3 日 

已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自 2016年 3月 25日起未

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

司股票。 

2016年 03

月 25 日 

2016年 3月

25 日

——2017

年 3 月 24

日 

已履行完毕 

孙耀忠  

自 2016年 3月 23日起未

来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股票。 

2016年 03

月 23 日 

2016年 3月

23 日

——2016

年 9 月 22

日 

已履行完毕 

河南省宛西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自 2016 年 10 月 25 日起

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

公司股票。 

2016年 10

月 25 日 

2016 年 10

月 25 日

——2017

年 4 月 24

日 

正常履行中 

孙耀忠  

自 2016 年 10 月 25 日起

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

公司股票。 

2016年 10

月 25 日 

2016 年 10

月 25 日

——2017

年 4 月 24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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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0% 至 9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774 至 9,847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182.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经过持续几年的战略调整，市场结构和产品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产品如电子开关水泵、涡轮

增压器壳体等产品的比例增加，利润明显增长。 

2.公司严控投资规模，投资持续减少，固定费用无明

显增加，产品利润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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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1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1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1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2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2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2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3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3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3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7 年 03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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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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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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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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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