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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0 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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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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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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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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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霞  

办公地址 常州新北区汉江路 52 号  

电话 0519-85158888-8810  

电子信箱 sx@nrb.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各类汽车精密轴承、智能机器人轴承单元、同步器、行星排、精密锻件等高精度、高可靠性产品的研发、制造和

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滚针轴承、滚子轴承、离合器分离轴承、轮毂轴承、同步器中间环、同步器、行星排、薄壁型圈环

类精密锻件、空心轴、高压共轨轴等。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离合器、重卡车桥、轮毂、底盘及新能源汽车电机、

减速机等重要总成，是主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多年来与国内外知名汽

车整车及零部件主机厂构建了稳固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在为客户提供产品、输出服务的同时，实现了与客户的共同成长。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2018年，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轴承主要配套主机行业

发展出现较大的不均衡，轴承行业出现了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且下半年以来，增速环比不断回落。公司产品在国内外汽车

行业和轴承行业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质量和品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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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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809,410.78 1,460,619,152.90 -7.24% 1,112,322,00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403,562.64 12,057,034.04 -849.80% 64,509,42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496,753.89 1,305,409.69 -7,798.48% 51,311,04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982,407.46 151,322,361.48 18.28% 33,983,21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4 0.0257 -848.64% 0.1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24 0.0257 -848.64% 0.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8% 0.79% -6.97% 4.7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177,876,724.71 2,346,593,393.27 -7.19% 2,390,899,33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0,322,477.84 1,508,785,774.56 -6.53% 1,516,002,4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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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405,523.26 352,732,026.63 311,141,645.87 340,530,2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04,542.77 5,434,785.20 3,615,173.71 -112,658,06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37,476.90 6,543,463.41 -1,374,775.47 -115,102,91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79,889.82 66,227,176.48 53,555,828.90 44,619,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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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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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1% 138,833,877 131,892,184 质押 43,500,000 

程上楠 境内自然人 9.78% 45,844,218 34,383,164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99% 37,456,729 13,653,749 质押 13,653,749 

天津天海同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7% 25,629,680 19,634,082 质押 25,620,000 

朱雪英 境内自然人 5.35% 25,100,515 0   

常州信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 13,027,784 9,770,838   

吕超 境内自然人 2.33% 10,945,658 10,945,658 质押 10,850,000 

程上柏 境内自然人 2.11% 9,876,780 7,407,585 质押 8,125,400 

营口国发高技

术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2,290,553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2% 1,507,4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就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程上楠与程上柏为兄弟关系，程上楠持有公

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 90%的股权及信德投资 63.7%的股权；程上柏持有光洋控股 5%股权；吕

超为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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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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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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轴承主要配套主机行业

发展出现较大的不均衡，中国车市遭遇20多年来首度下滑，特别是乘用车市场产销比上年同期下降5.2%和4.1%，同时，自

动变速器快速替代手动变速器，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形势严峻。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5,480.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7.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40.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9.80%。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为：（1）结合行业发展及经营情况，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天海同步相关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根据资产组的过往表现及未来经营的预期，对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做出估计，基于谨慎性原则，

为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公司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5,936.68万元，对天海同步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981.50万元；（2）受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影响，公司子公司天海同步产品销量较预期下降明显，致使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3）因公司所处汽车行业周期波动、银行信贷收紧等宏观环境因素，部分客户经营资金链受到影响，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

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924.92万元，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1,256.34万元；（4）报告期内获得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年度发展规划，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加大重点新项目与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 

1、持续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不断优化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产品

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积极进行产学研合作，与先进技术接轨，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持续强化新品开发力度，除汽

车领域外，在智能机器人、高端工业领域的技术研发也在不断的拓展升级。报告期内公司为一汽大众研制的三款轮毂轴承已

取得较大进展，目前正在进行客户认可及生产准备，预计2019年三季度实现量产。公司已提前布局新能源市场，进行技术研

发储备，对于高速轴承的高速、低扭高可靠性要求已经通过第三方试验认可，后续客户将进行相关台架试验。智能机器人领

域在RV减速机结构用轴承外，开发双滚道式新型结构设计，功能验证已经完成。公司在不断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外，也致

力于外部国际同行的合作，2018年9月与跨国公司SKF合作的GE项目已经量产。 

2、全面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自动化改造进程，加大机器换人力度，同时继续加强在信息化方面的投入力度，对ERP系统进行了升级

更新，全面推进用于集团化管控的用友NC系统, 实现了业务流程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以及与财务的一体化，对财务方面

实现集中统一管控、及时监控财务活动，增强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能力，并加强了公司与上下游供应商的整体协同。同时公

司推进MES系统应用实施，增强对生产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检数据的收集、监控与管理，强化对生产成本的分析

和管控，实现生产全过程的质量追溯，全面提升公司智能化生产及管理水平。 

3、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管理质量 

公司不断强化管理革新与流程优化，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水平与效率。根据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合理开展经

营活动，建立积极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定期开展员工专业技能培训，提升作业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财务预算控

制，在稳定发展业务的同时，公司关注和重视经营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在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资金使用效益的

最大化。公司通过加强审计跟踪，对业务往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进行合理规避与控制，同时不断优化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

提升管理效率与经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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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 592,401,805.90 126,114,059.03 21.29% -3.60% -18.59% -3.92% 

同步器行星排产

品 
573,869,252.75 106,238,352.60 18.51% -15.08% -18.07% -0.68% 

毛坯加工 116,128,680.66 25,799,001.83 22.22% 18.09% -39.47% -21.12% 

其他业务 72,409,671.47 16,963,243.97 23.43% 0.56% -3.40% -0.96%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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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净利润 -90,403,562.64 12,057,034.04 -849.80% 

结合行业发展、公司经营

情况以及专业机构评估

结果，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受公司主营业务所处

行业影响，公司子公司天

海同步销售较预期下降

明显，致使公司营业收入

减少；获得政府补助较上

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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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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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

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7年12月31日/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546,984,117.47 546,984,117.47 

应收票据 123,477,290.45 —— -123,477,290.45 

应收账款 423,506,827.02 —— -423,506,827.0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01,813,659.71 301,813,659.71 

应付票据 32,590,000.00 —— -32,590,000.00 

应付账款 269,223,659.71 —— -269,223,659.71 

管理费用 204,522,717.10 149,909,669.47 -54,613,047.63 

研发费用 —— 54,613,047.63 54,613,0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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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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程上楠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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