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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0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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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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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反应生产出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公司经过 60

余年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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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售后服务市场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将紧跟汽车行业全球化、规模化、节能减排发展趋势，持续推进产品结

构转型升级，主攻涡轮增压器壳体、高镍类排气歧管，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

依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水泵实验室、上海飞龙公司、郑州研发中心的重要平台，着

力研发电子系统、热管理系统、温控模块、电子泵、可变量机油泵等产品，不断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为公司转型升级夯实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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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665,999,706.54 2,084,826,649.22 27.88% 1,914,844,36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552,073.66 107,857,248.16 123.96% 57,143,4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172,294.31 92,776,589.08 153.48% 47,246,52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647,206.94 69,643,714.50 61.75% 84,108,93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32 125.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32 125.0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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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2% 6.01% 6.41% 3.7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176,012,764.71 2,868,280,146.61 10.73% 2,985,543,22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8,606,305.30 1,840,435,019.24 11.31% 1,755,790,0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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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684,934.02 624,623,316.29 690,512,360.77 758,179,09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20,212.68 43,309,417.57 83,667,259.71 63,255,18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77,130.65 48,011,867.35 83,534,117.94 55,149,17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29,752.37 16,632,585.03 73,620,166.63 -47,935,2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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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9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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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7% 117,399,363 4,580,790 质押 9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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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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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7,77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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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5,322,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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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4,585,019 0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919,79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先行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2,661,273 0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享进

取汇利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2,585,777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71% 2,366,755 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睿远汇利精选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168,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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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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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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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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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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实现持续增长。我国经济转型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不断

深入，产能过剩持续削减，增长质量持续提升。2017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901.54万

辆和2,887.89万辆，同比增长3.19%和3.04%。虽然连续九年蝉联全球第一，但产销增速分别

仅为3.2%和3%，是2008年以来年度最低增长水平，汽车市场呈现国际成熟市场的特征。在汽

车行业增速放缓的不利环境下，公司紧盯任务不放松，各方举力挖潜能，开展技术创新，强

化内部管理，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以市场销售为中心，以新市场开发为重点，抢

抓机遇，奋力开拓，成效显著，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多项指标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266,599.97万元，同比增长27.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4,155.21万元，同

比增长1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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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401,721.07 352,187,616.85 31.21% 11.98% 30.03% 4.33% 

进、排气歧管 1,012,280,582.73 286,108,137.90 28.26% 40.13% 59.39%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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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壳 378,049,002.60 92,561,538.33 24.48% 61.62% 103.88% 5.07% 

飞轮壳 66,453,282.14 11,847,666.81 17.83% 18.90% 20.65% 0.26% 

其他 66,458,006.95 18,172,140.19 27.34% 19.04% 111.27%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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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1）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该准则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

整。 

（2）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

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

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 

根据财税[2012]27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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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本公司快速发展，对软件使用要求高，软件更新换代较快，公

司无形资产-软件摊销年限由5年改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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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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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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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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