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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0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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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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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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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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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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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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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歧管、发动机涡轮增压器壳体等产品，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未发生重大变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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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跟汽车行业电子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持续推进产品结构转

型升级，主攻耐热钢涡轮增压器壳体、耐热钢排气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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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飞龙汽车研究院、郑

州研发中心的重要平台，利用 PLM 系统实现资源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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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820,569,124.79 2,665,999,706.54 5.80% 2,084,826,6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392,087.34 241,552,073.66 1.59% 107,857,24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894,422.93 235,172,294.31 -6.50% 92,776,58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56,906.45 112,647,206.94 95.35% 69,643,71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2 2.7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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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2 2.78%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7% 12.42% -0.85% 6.0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23,596,455.49 3,176,012,764.71 17.24% 2,868,280,14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93,856,029.84 2,048,606,305.30 7.09% 1,840,435,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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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718,212.57 745,376,660.51 683,622,730.34 694,851,5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29,305.29 54,710,873.88 58,358,620.26 57,693,28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555,824.77 56,060,457.31 56,370,542.02 29,907,59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90,483.42 37,835,124.17 133,779,328.61 -15,048,0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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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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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7% 124,065,037 0 质押 6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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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74% 9,142,264 0   

郎红宾 境内自然人 2.09% 6,982,588 0   

徐志英 境内自然人 1.68% 5,606,730 0   

北京厚毅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厚毅辰

酉二号私募证券投

其他 1.20% 4,015,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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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浙江比特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比特二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4% 3,472,800 0   

杭华 境内自然人 0.75% 2,500,000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71% 2,366,755 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67% 2,24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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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将共计 4,015,400 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公司股东浙江比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比特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将共计 3,472,800 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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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温和增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受政策因

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2018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低于预期，汽车产销分别实现2,780.92万辆和

2,808.06万辆，同比下降4.16%和2.76%。在汽车产销下降，贸易战不停，消费者信心下降的

复杂环境下，公司以目标任务为导向，坚持实施“两抓两创”经营方针，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大力推进市场开拓，有序实施智能改造，不断强化内部管理，稳步推动资本运作，有效促进

转型升级，在科技创新、市场开拓、提质增效、企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282,056.91万元，同比增长5.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4,539.21万元，

同比增长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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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175,383

.22 
301,502,418.71 30.00% -10.92% -14.39% -1.21% 

进、排气歧管 
1,139,401,885

.44 
346,091,949.28 30.37% 12.56% 20.97% 2.11% 

涡壳 
566,347,253.0

8 
121,619,404.02 21.47% 49.81% 31.39% -3.01% 

飞轮壳 53,545,473.60 9,287,197.67 17.34% -19.42% -21.61% -0.49% 

其他 43,473,438.26 6,336,290.64 14.58% -34.59% -65.13%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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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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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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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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原因及明细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芜湖飞龙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上海隆邈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设立 

南阳飞龙之家酒店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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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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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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