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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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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正忠 董事 工作原因 朱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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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801,614 为基数（实际分红时应扣除

截止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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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陈敏 徐丽芬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电    话 0576-83938250 0576-83938250 

电子信箱 002126@yinlun.cn 002126@yinl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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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围绕“节能、减排、智能、安全”四条产品发展主线，专注于油、水、气、电介质间的热交换产品

及后处理排气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热交换器行业标准的牵头制订单位，建有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试验检测中心、省级重点企业

研究院、省级工程实验室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近来年不断进行全球国际化战略布局，不仅在

浙江、上海、湖北、山东等地建有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在北美、欧洲等地也建有生产基地和研发分中心。

主要产品有：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相关的高低温水箱、Chiller（电池深冷器）、电池冷却板、电机冷却器、电控冷却

器、前端冷却模块、PTC加热器、电子风扇、电子水泵、热泵空调系统等； 

乘用车热管理相关的发动机机油冷却器及总成、机油滤清器及总成、EGR（废气再循环）冷却器及总

成、EGR阀、中冷器、水箱、铝铸件、前端冷却模块等； 

商用车热管理相关的发动机机油冷却器及总成、机油滤清器及总成、前端冷却模块、铝铸件、EGR（废

气再循环）冷却器及总成、空调系统等； 

工程机械热管理相关的前端冷却模块、铝铸件、空调系统等； 

工业及船用热管理相关的ORC（余热回收）、工业换热器、铝铸件等； 

农业机械及其他行业热管理相关的冷却模块等； 

尾气后处理相关的SCR、DPF、DOC系统等。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压缩机、风力发电、火车机车、轮船、空调等热交

换及尾气后处理领域。 

（二）主要客户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主要客户有福特、宁德时代、吉利、广汽、比亚迪、宇通、威马、江铃等； 

乘用车领域的主要客户有福特、通用、广汽三菱、东风日产、吉利、广汽、长城、长安、比亚迪、上

汽等； 

商用车领域的主要客户有戴姆勒、康明斯、纳威司达、一汽、东风、中国重汽、北汽福田、玉柴、锡

柴、潍柴等； 

工程机械领域的主要客户有卡特彼勒、约翰迪尔、住友、徐工、龙工、三一重工、久保田等。 

民用空调领域的主要客户有格力空调等。 

 （三）经营模式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模式：根据公司国际化战略布局，打造银轮全球化研发体系，不断推进研发合作创新。银轮目

前已拥有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研发队伍，拥有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及国家试验检测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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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与世界同步的研发体系。公司建立了产品发展战略规划系统，产品研究开发系统以及产品试制、试

验系统，至今已取得 400 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20 多项。公司先后与清华大学、浙大、上海交大、

哈工大、山东大学、AVL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同相关院校成立了联合研发中心，进行联合创新、联

合研发。公司具备为客户同步开发、同步规划的能力，积极为客户提供高效换热以及排气系统的最佳解决

方案。 

 制造模式:利用敏捷、精益、信息化、自动化、智能物联和防错技术，因地制宜地采用世界上先进的

制造技术和管理方法，坚持永无止境的改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缩短交期，使得公司的制造

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规模经济原则、比较成本原则和贴近顾客原则，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合理规

划生产布局、建立全球化供应能力。。 

销售模式：公司建立了从技术、生产、服务一体化的快速反应体系，不断增强全球属地化市场拓展及

技术与售后服务能力。 公司成立客户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组成的“金三角”自营体团队，点线面

结合的立体销售网络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端对端服务。公司实施三个同步、三个合作，不断提高战略、

重点客户市场份额，围绕国内外战略客户，制订了单独的客户战略规划。目前，在国内外已拥有200多家

知名企业客户，具备了较为优质的客户资源。 

（四）行业现状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形成了种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汽车零部件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行业与零部件行业相互

影响作用。根据中汽协数据，2018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780.92万辆和2808.06万辆，同比下降4.16%和

2.76%。其中乘用车产销2352.94万辆和2370.98万辆，同比下降5.15%和4.08%；商用车产销427.98万辆和

437.08万辆，同比增长1.69%和5.05%。尽管2018年整体车市同比下滑，但新能源产品仍保持高速增长。根

据中汽协数据，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05万辆和125.62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2%和

61.74%。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8.56万辆和98.3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7.85%和50.83%；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8.33万辆和27.09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21.97%和117.98%。 

（五）报告期内行业发展及公司所处地位 

2018年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计，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

落。一方面由于购置税优惠政策全面退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中美贸易战，以及

消费信心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仍面临较大的压力。但中国汽车产业仍处于普及期，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汽车产业已经迈入品牌向上，高质量发展的增长阶段，机会多于挑战。 

政策密集发布助推汽车产业转型。201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个重磅政策陆续发布，大力推进汽

车产业转型。发改委等部门陆续发布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汽车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以及新修

订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加强了变革期汽车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新能源补贴新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2018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改委四部委联合

下发2018年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与之前的政策相比，新政策更加鼓励企业的技术提升和产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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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汽车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股比放开、关税下调等重磅政

策的实施，都在让中国汽车市场更加开放，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财政部宣布大幅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进口关税的下调进一步放开了国内汽车市场，激励

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2018年公司继续推进横向收购兼并、合资合作，收购江苏朗信，提高乘用车冷却模块、新能源汽车冷

却模块的系统配套能力。收购江苏唯益，进入民用换热及船用换热领域。 

新的市场环境也给整个汽车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压缩欧美整车客户利润空间，

促使他们把更多采购资源转移到中国自主品牌供应商，同时也对零部件供应商提出了具备全球化供应能

力、模块化产品开发能力等新的要求，公司面临的机遇远大于挑战，公司坚持“加快推进国际化发展、实

现技术引领、打造综合竞争能力”三个战略发展方向，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提供高效换热及排气系统解决

方案的世界级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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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019,241,538.44 4,323,263,145.10 16.10% 3,118,593,3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122,610.13 310,981,695.04 12.26% 256,729,23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010,155.58 292,930,675.17 3.78% 246,347,56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839,058.43 277,730,471.27 9.76% 475,321,99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1% 11.02% -1.01% 11.9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858,823,185.48 6,678,107,088.20 17.68% 4,794,145,43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05,604,813.61 3,367,060,150.80 7.08% 2,279,332,4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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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850,065.52 1,421,012,392.03 1,188,452,661.40 1,204,926,4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45,009.35 99,886,081.63 81,487,630.03 65,403,88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931,961.55 88,860,994.53 76,014,309.41 43,202,89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69,743.49 56,229,653.86 68,769,173.04 143,170,4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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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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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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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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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银轮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4% 80,444,000  质押 30,000,000 

徐小敏 境内自然人 4.05% 32,470,808 24,353,106 质押 8,115,000 

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9% 32,000,0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

组合 
其他 3.88% 31,100,92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3.41% 27,345,04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

三组合 
其他 2.37% 19,015,8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4% 18,776,8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25% 18,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85% 14,783,788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1% 14,515,0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徐小敏为天台银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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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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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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面临着内外巨大的压力，始终坚持“安全清洁”与“发展变革”这两个主题，高度重视安全和

清洁发展，加快内部变革，不断创新管理及商业模式，做好平台建设，努力实现全球协同，不断提升公司

经营管理能力，坚定实现近期经营目标不动摇，确保公司健康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01,924.1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10%；实现利润总额46,175.8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4.4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12.26万元，同比增长12.26%。 

“打造更加集约高效、更加灵活柔性、更加变革创新、更加开放共享的平台型组织”是公司平台化建设

的宗旨和目标。公司着力打造三个平台，即由创新管理总部牵头的“创新管理平台”、由质量策划提升委员

会及办公室牵头的“质量策划平台”、由项目管理委员会及总经理办公室牵头的“项目管理平台”。这三个平

台将承担着公司探索“打造平台型组织，实现功能平台化”的模式的重任，也是公司2018年推进管理变革创

新的重要方向。 

公司持续推进智能工厂，继续打造0PPM产品线。2018年建立0PPM产品示范线11条，验收通过3条，

有条件通过7条，未通过1条。持续推进装备自动化改造和投入，推进汽车零部件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项目，

完成总投资额的47.4%。 

公司制订了更高标准，打造一支有学习力、战斗力、凝聚力、年轻化、国际化的骨干队伍。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将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年轻化员工通过青干班定期培训等，尽快明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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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加以重点关注和培养，使他们尽快成长，最终走上领导干部的职位，挑起更重的责任。 

公司成立了客户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组成的“金三角”自营体团队，为客户提供端对端的服务，

推行目标、预算管理，明确契约责任和激励方式。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和努力，基本实现了年初定下的经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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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交换器 3,647,801,948.16 356,437,135.02 26.34% 11.23% 12.07% -0.12% 

尾气处理 539,571,048.04 -36,018,406.57 9.90% 57.86% -434.46% -10.01% 

车用空调 483,217,331.65 42,664,920.36 25.40% 20.88% 6.4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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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2,291,421,306.51元，上期金额

1,888,244,129.6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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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

“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应付账款”，本期金额1,906,287,457.40元，上期金额

1,684,112,914.98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19,226,041.61元，上期金

额6,083,758.92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2,444,540.61元，上期金

额28,050,714.31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1,145,454.56元，上期金

额1,527,272.74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85,937,841.40元，上期

金额151,583,083.20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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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4月公司股权收购加增资取得江苏朗信55%%股权，江苏朗信下有全资子公司芜湖朗信，随

江苏朗信于2018年4月一起纳入合并范围。 

    2、2018年7月公司股权收购江苏唯益57.16%股权，江苏唯益于2018年7月纳入合并范围。 

    3、子公司上海银轮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在荷兰设立全资子公司YINLUN Europe Holding B.V.，

通过YINLUN Europe Holding B.V.在德国斯图加特设立全资子公司YINLUN Europe GmbH，并向该公司投

资200万欧元，因此从2018年8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子公司上海银轮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与AMAN MEHTANI，DARSHAN KUMARMEHTANI 在

印度的 PUNE，合资成立印度银轮（Yinlun ADM India Pvt. Ltd.），计划建设年产20万件尾气再循环冷却

器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6,740万印度卢比，其中上海银轮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为8,537.4万印度卢比，

占比51%，因此从2018年8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全资子公司玉林银轮于2018年7月注销，从2018年7月开始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本期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昌宇达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公司作为存续方继续存在，昌宇达作为被吸收方于2018年12月注销企业法人资格。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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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宇达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7、本期子公司TDI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了美国银轮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本次吸收合

并完成后，美国银轮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子公司TDI享有和承担。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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