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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9 临-010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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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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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江摩托 股票代码 0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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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斌 颜浩洋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传真 0576-86139081 0576-86139081 

电话 0576-86192111 0576-86192111 

电子信箱 office@qjmotor.com yansiyuwo@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摩托车产业，产品覆盖从50cc-1200cc排量的系列摩托车，品种包括代步系列和休闲、运动等大排量高

端系列，市场包括内销和外销市场，其中大排量品种比重逐渐加大，市场重心逐步转向以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未发生变动；在发展高端摩托车产业的同时，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应用多年沉淀的机械加工和电子、电控能力，持续夯实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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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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519,362.52 2,715,806,355.59 13.72% 2,258,069,97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357,883.08 82,743,691.24 -23.43% 328,244,6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02,050.87 64,132,803.98 -43.55% -241,945,36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67,390.56 126,688,699.28 -142.99% 254,557,61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8 -22.22%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8 -22.22%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3.51% -0.95% 15.2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4,366,427,556.28 3,918,361,023.17 11.44% 3,593,318,85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82,576,328.85 2,464,004,220.00 0.75% 2,341,648,8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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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236,174.92 1,134,318,744.14 709,676,580.84 468,287,8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00,908.54 47,085,901.91 6,143,139.17 -10,172,06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75,150.64 42,418,292.28 -965,005.69 -21,526,38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61,149.36 125,161,511.54 -1,471,862.17 -155,595,8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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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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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77% 135,000,000 0   

温岭钱江投资 国有法人 11.68% 52,971,3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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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限公司 

常州豪爵电动

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3% 15,568,034 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3.07% 13,928,055 0   

广发期货有限

公司-广发期慧

1期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21% 10,009,431 0   

缪玉兰 境内自然人 2.06% 9,325,678 0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汇盈 32号

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85% 8,381,576 0   

宝城期货－宝

城精选三号结

构化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0% 6,822,000    

刘艺超 境内自然人 1.44% 6,550,000    

叶茂杨 境内自然人 0.91% 4,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钱江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之间，两者与其他前

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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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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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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顺利完成了董事会换届和经管会调整，全体干部员工在新经营班子的带领下，主动变革，突破创新，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钱江摩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8,851.94万元，同比增长13.7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35.79万元，主营业务获得了较好的提升。公司在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迈开步伐。2018年公司的主要经

营情况如下： 

（一）摩托车主业方面 

2018年公司实现整车销售41.53万辆，同比增长3.74%，其中，国内销售21.39万辆；国际销售20.14万辆，同比增长13.37%。

实现销售收入27.13亿元，同比增长21.24%。 

1、国内、国际销售逆势奋进，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快速推进。 

1.1国际市场 

（1）欧洲市场、东南亚市场取得了迅速突破 

外销重点关注的东南亚和欧洲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意大利从市场突破期进入市场夯实期，建立了一批稳固的

出口市场基地。2018年出口欧洲整车数量较2017年同比增长25.51%，为实现“重返欧洲”战略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东南

亚市场同比增长50.6%；南美市场除阿根廷遭遇货币危机略有下降外，其它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2）250cc及以上大排量摩托车销量大幅增长 

2018年出口大排量车型近40000台，较2017年同期约增长25%。立足于差异化产品竞争策略，对标日本以及欧洲高端竞

争对手，公司相继推出750CC、600CC、500CC、300CC、250cc等大排量车型，丰满了大排量产品线，在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市场的销量、渠道和品牌建设都得到了较大进步，市占率显著提升。TRK502在意大利连续3个月登上跨

骑车类别销量第一名，品牌知名度和品牌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3）深化储运方案的设计和执行，优化内部操作程序，降本增效 

利用本地海关一体化报关优势、大麦屿港区、龙门港区与宁波港航班的便利条件以及台州海铁联运新物流运营模式，

大幅降低库存压力、 运输成本。配合工厂1+3等产销协调机制，使出口集装箱待时费、停空费、放空费等费用得到大幅下降，

提升效率的同时，提高客户满意度。 

1.2国内市场 

（1）销售与去年同期大致持平，大排量及公务车销售稳步增长。 

2018年国内销售摩托车整车21.39万辆；全年大排（250CC以上排量车型）实现销售2.12万辆，同比约增长10.71%；公

务车销售取得了快速进展，实现销量超5000辆，同比约增长149%。2018年内销业务总体上保持平稳，并在局部区域有所突破。 

（2）建立和完善产销协同体系，顺畅物流，提高市场响应能力 

通过推动需求计划、订单管理、物流整顿，订单满足率得到有效提升，库存滞销率下降明显，市场响应能力得到进一

步增强。 

(3)建立与完善区域销售机构监管体系，搭建公司渠道管理体系，持续优化渠道质量。 

营销管理中心通过优化区域销售机构绩效考核管理，实施市场巡查督导管理、市场投入预算监控等监管。通过实行门

店分类评级管理、渠道运营健康度评估体系的建立及渠道信息建设，实现从销售公司、销售分支机构、渠道到用户的全销售

流程管理。 

（4）品牌管理与形象建设取得实效进展。 

通过产品力提升、VI建设，售后服务建设、广宣等，持续提升公司品牌形象；通过差异化经营“钱江”与“Benelli”

两个不同理念的品牌，逐步推进分网销售，吸引多层次客户，大排量车型销量稳步提升。 

（5）电商运营日趋成熟，互联网营销逐渐显露。 

全面推动渠道变革，构建新零售模式增长。通过与阿里巴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辟数字化电子柜台、微信小程序商

城等多方面的全新销售渠道，多次开展线上电商促销活动，线上贝纳利大排量整车销量5400多台，较去年同比增长45%以上。 

2、持续强化工厂的基础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强化产销协同管理，导入精益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开展制造经营体管理，通过构建与推行“快乐经营体”管理机制，

对责任中心进行有效引导，充分调动管理者和员工积极性，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分享降本增效、质量提升等

带来的经营收益，结合薪酬评价与分配体系，发挥了乐观的作用。 

3、通过供应商资源整合、体系优化实施采购降本，完善供应商质量改善标准与流程。  

完成采购组织体系建设、采购业务体系梳理，进行了供应商结构优化，在完善采购成本管理的同时，增强了采购供应

管理，使供应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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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质量阀评审和QCPA评价，导入质量管理新方法和新理念，提升产品品控能力。 

建立新品质量阀评审机制，新品品熟度得到极大提升，同时，通过QCPA评价标准的建立和运用，进行下线合格产品质

量抽查评价，杜绝各类质量问题，有效提升产品力。对标吉利质量管理新方法和新理念，搭建自主保证体系，导入质量管理

3824法，并向过程端、供应商端、市场端、支持端延伸，反应良好。 

5、持续重视研发系统的建设。 

先后成立欧洲研发中心和东南亚研发中心，为产品研发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2018年完成了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

正三轮摩托车的准入审查并取得公告资质，成为为数不多拥有（L1、L2、L3、L5）资质的摩托车生产厂家之一。 

（二）汽车零部件产业方面 

1、产品开发能力逐步提升。完成1MT机型6种变速箱齿轮零部件开发，满足客户装机试验需求。2800项目完成变速箱S/S2

版本零件的样件制作、以及后续改进版本零件制作。 

2、配件工艺得到优化。配件单工步效率提升明显，批次合格率提升显著。1803NVH项目突破行星架6销孔位置度的精度

保证的重大难题，为实现批量生产奠定基础。 

（三）锂电产业方面 

锂电产业由于电动汽车产业政策的变更，导致主要客户订单减少，业务骤减，锂电经营出现困难，产业发展停滞。因

大额应收款逾期未收回，为保全资产，锂电提起对舒驰客车的相关诉讼，目前进行中。 

（四）智能电气产业 

1、半导体封装业务：实现销售额10439.62万元，同比增长1.99%；实现税前利润860.32万元，同比增长139.58%；实现

各类封装外形的生产总量为2.274亿只，出货2.181亿只，电动两轮、三轮控制器用MOS依然占主导地位。半导体封装业务在

行业的地位和品牌得到有效提升，半导体封装厂的订单一直处于满产状态，月产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单月突破了2100

万只。2018年达成了与华润微（重庆）与益中的深度战略合作，并引进新洁能等行业知名客户，有望奠定国内中大功率封装

的三甲地位。 

2、电控业务：全年实现销售额1570.32万元，完成年初目标的131.25%；全年实现税前利润-108.19万元。2018年主要

业务重心在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及水泵控制器上，由于电动汽车行业政策影响以及水泵控制器的季节性影响，导致生产订单

缩减。 

（五）公司经营管理成果 

通过持续夯实基础管理，经营成果持续显现。 

（1）优化组织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全面开展定岗定编、职责体系建设，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2）优化内部流程，逐步提高公司流程使用效率，促使制度落地、决策效率提升。 

（3）完成钱江企业文化梳理，确立了公司愿景、使命、价值观等核心文化，形成包括企业精神、奋斗者文化、问题文

化等九项共有文化提炼。 

（4）持续开展元动力工程，切实为员工办实事，提高员工满意度。元动力文化在钱江扎根发芽，有效增强员工凝聚力，

提高员工满意度，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财务管控着实有效。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回笼，全年未发生大额应收账款呆坏账。 

（6）信息化建设作用逐步实现， PDM、SAP、MES、QNS、SRM、DMS、CPC系统的深入应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有效助力。 

（7）强化责任落实，切实抓好安环工作，创建安全文明工厂。 

（8）切实加强内部审计和合规运营管理工作，保障公司经营合规有序。 

（9）创钱江党建品牌，建活力和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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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轮摩托车 2,527,603,258.18 1,962,212,932.64 22.37% 12.95% 12.75% 0.14% 

摩托车配件及加

工 
154,108,119.35 117,461,058.29 23.78% 102.99% 104.73% -0.64% 

房地产开发 25,489,309.52 16,711,752.78 34.44% -76.83% -81.20% 15.25% 

锂电池、封装、

控制器等 
304,933,332.23 280,991,303.55 7.85% 7.80% 10.43% -2.19% 

其他 76,385,343.24 54,556,962.96 28.58% 721.90% 793.27%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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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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308,851.94万元，较去年同期271,580.64万元，增长13.72%，主要原因：公司继续拓展海

外市场，对外出口增加，出口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5.99%。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243,193.40万元，较去年同期214,717.45万元，增长13.26%，主要原因：营业成本随着营

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35.79万元，较去年同期8,274.37万元，减少-1938.58万元，减少23.43%，

主要原因： 

(1)报告期投资收益为-2516.98万元,较去年同期-349.38万元,减少2167.60万元。主要原因是权益法核算投资公司发生

亏损按照公司所持股份计入投资损失2704万元所致。 

(2)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7,388.69万元，较去年同期-2,703.12万元，减少10,091.81万元。一是报告期因销售增加

使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帐准备3130万元, 去年同期因收回逾期账款冲减坏帐准备2703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税前利润6884

万元；二是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258万元,去年同期存货跌价损失计提了 1050 万元，减少利润3208万元。主要是库存

整车的增加所致。 

(3)因销量、售价、产品结构调整及成本费用的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报告期毛利较去年同期增加8795万元，期间费

用减少增利1377万元，税金及附加增加减利3223万元。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负值，减利1355万元。 

由于公司出口业务以美元结算为主，为适应外汇市场波动，降低汇率对公司经营效益的持续影响，2017年子公司通过

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远期外汇交易合同来规避未来汇率波动的风险，主要品种包括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产品或上述产品

的组合。2017年年末根据期末汇率而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768万元，本期子公司远期结售汇冲回724万元，计提期末理财产

品利息137万元，致减利1355万元。 

(5)其他收益为4127万元，增利2152万元。主要原因是因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等获得的补助2594万元；去年新能

源研究院收到政府补助634万元，今年无此相关补助。 

    受上述主要因素影响，报告期净利润减少4171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33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9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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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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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合理变更，

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无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虽然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公司按照准则相关要求对报表进行了重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年度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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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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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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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子公司珠海市钱荣贸易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注销完毕，收回投资额25.5万元。 

本年新设立子公司上海东动电动车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51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51%，2018年度尚未开始经营。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瑾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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