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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18-037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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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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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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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8-87072857 028-87072857 

电话 028-87078355 028-87078355 

电子信箱 Yanghao@xlqp.com hexinzhu1208@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凸轮轴总成等，主要

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生产制造，部分产品应用于工程机械、发电机组等其他领域发动机的生产制造。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

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独立自主开展经营，公司主要通过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上述三大核心产品获取收入和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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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于汽车发动机零部件行业，汽车零部件市场发展与汽车市场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汽车市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整

体发展情况有较大关系，经济发展良好时汽车的消费需求比较旺盛，经济下滑时汽车的消费需求通常也会有所下降；汽车发

动机零部件行业也会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而出现波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汽车市场规模也不

断增长。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仍有望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公司已经向通用、

三菱汽车、五菱、卡特彼勒、帕金斯、康明斯、三菱重工、一汽轿车、江淮、北汽福田、比亚迪、长城、海马等大量知名汽

车（或柴油机）品牌配套供应零部件产品，并与沈阳航天三菱、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菱、江淮汽车、一汽轿车、东安汽车

发动机、海马汽车、天津卡特彼勒、无锡帕金斯、东风康明斯等下游知名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在行业具有较高

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 

    公司将持续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自身技术研发实力和精密加工水平，加强主机市场开发，与国内外主机厂继续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未来，公司将继续巩固现有三大产品地位，加强以组合式凸轮轴、悬压与合金铸铁结合技术为代表的核心技术

研发及运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紧跟全球汽车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加大研发

投入，在未来予以重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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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38,010.40 648,110,553.52 -4.96% 512,151,64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029,928.84 92,756,085.67 8.92% 62,966,56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955,767.24 89,831,258.71 2.36% 56,990,31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22,851.58 93,497,319.73 -17.19% 91,368,60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77 9.09%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77 9.09%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6% 19.76% -2.00% 15.1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097,237,634.33 956,069,102.83 14.77% 894,553,84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2,690,147.71 515,875,485.25 20.71% 423,119,3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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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15,690.32 129,591,094.90 152,244,881.32 182,386,34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6,154.01 20,335,939.94 24,750,208.61 33,337,6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595,511.68 19,775,969.94 24,524,625.51 26,059,66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87,117.33 1,209,477.51 22,940,591.63 9,885,6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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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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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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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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林 境内自然人 45.32% 54,389,245 0   

喻英莲 境内自然人 31.33% 37,593,004 0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0% 8,402,240 0   

浚信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3,225,852 0   

昆山睿德信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81% 2,174,226 0   

郭进勇 境内自然人 3.00% 3,600,313 0   

王锡华 境内自然人 3.21% 3,850,313 0   

庄广生 境内自然人 0.87% 1,040,000 0   

王晓东 境内自然人 1.67% 2,000,261 0   

王乐亮 境内自然人 2.29% 2,750,2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魏晓林先生与喻英莲女士系夫妻关系；浚信工业（深圳）有限公

司与昆山睿德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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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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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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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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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67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圆满完成公司IPO首

发工作，这是公司新的里程碑，标志着公司将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进入一条新的快速发展车道。 

2017年度公司实现了平稳发展，实现营业收入61,593.80万元，同比下降4.96%；营业利润11348.41元，同比增长9.29%；

利润总额11,745.46万元，同比增长9.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102.99万元，同比增长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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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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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皮带轮 197,869,273.51 123,754,605.53 37.46% -4.86% -2.38% -1.59% 

凸轮轴 147,619,128.84 112,197,212.96 24.00% -14.57% -15.40% 0.74% 

连杆 251,890,157.45 154,919,086.72 38.50% -2.58% -1.49%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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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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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

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科目。 

    2.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在利润表

中新增“其他收益”科目。 

3. 根据财政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公司利

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按照追溯调整法调整比较数据。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各科目影响具体情况为： 

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将企业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项目中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及递延收益转入部分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营业外收入 -6,894,850.52 

其他收益 6,894,850.52 

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企业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项目中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及递延收益转入部分重分类至“其他收益”科目。 

营业外收入 -1,294,850.52 

其他收益 1,294,850.52 

 

上述变更不对公司损益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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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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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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