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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5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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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固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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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永华 骆向峰 

办公地址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电话 0571-63133920 0571-63133920 

电子信箱 yonghua.ni@jgwheel.com xiangfeng.luo@jgwhee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1、高端制造板块 

钢制车轮制造：公司专业从事钢制滚型车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含轿车，

微型车等乘用车和部分特种用途车辆的钢制滚型车轮，及各型号卡车，挂车和客车等商用车

的钢制滚型车轮。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认定的首批“国家汽车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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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出口基地企业”，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评选的“中国汽车零部件车轮行业龙头企业”。公司

是上汽大众，巴西大众，上汽通用，巴西通用，斯柯达，福特，广州本田，奇瑞捷豹路虎，

上汽通用五菱，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奇瑞汽车，观致汽车，东风柳汽，宇通客车，青年汽

车，金龙客车等各大整车制造商的供应商。在国际市场上，公司已成功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

配套采购体系，是通用采购体系内的中国钢制车轮供应商之一。 

作为公司的传统优势产业，报告期内，公司钢制车轮业务稳定增长。2018 年汽车零部件

制造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的 51.43%，业务的毛利率达 20.37%，是公司的现金牛业务，拥有稳

定的毛利率。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金固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环保设备

及其使用辅料、配件的研发、生产、安装、销售，除此之外，经营范围还涉及电气设备、通

用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金属加工机械、计算机软件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金属

材料加工等。主要产品为 EPS 绿色免酸洗金属表面处理设备。EPS 技术由美国 TMW 公司研

发，于 2014 年起独家授权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制造及销售相关设备。该技术是一种

使用物理方法去除金属材料表面氧化皮及杂质的一种绿色、环保、新型技术，可以完美替代

钢铁行业传统酸洗技术。该技术已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

导目录》，并被中国环保产业协会评选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目录》。EPS 设备用于

处理板材时，可使金属板材表面更光滑、更清洁、耐腐能力更强。公司高端装备制造设备主

要销售给汽车零部件企业、国内特钢企业、钢材加工中心。 

2、汽车后市场新零售业务：公司自 2013 年开始布局汽车后市场领域，发展汽车超人项

目。2018 年 8 月，公司将旗下汽车超人供应链业务与阿里天猫汽车、康众汽配相关业务进行

战略重组，成立新康众，阿里为第一大股东，金固为第二大股东。新康众拥有天猫、淘宝后

市场业务（除汽车用品外）的独家运营权，共享天猫汽车后市场零售平台海量车主数据。基

于此，公司正通过新康众（天猫车站）与汽车超人打造汽车后市场智慧生态链：新康众通过

提供线上流量和供应链仓配能力成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者，打造业内最具权威的汽车后市场

服务认证平台。汽车超人则通过信息数字化手段赋能改造线下汽修门店，是领先的汽服新零

售连锁品牌，致力于推动产业升级，是行业数字化先行者。 

报告期内，“汽车超人”加快搭建线下基础建设，2018年6月先后入股新三板挂牌企业四

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与云南快易修成立合资公司，推进云南区域汽车服务连锁事业发展；

与苏州名骏百盛股权合作，植入智慧门店系统。同时，“汽车超人”品牌试点线下自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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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店与加盟店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汽车销售、汽车金融、以旧换新等业务。作为宣传，“汽

车超人”已经签约前NBA篮球名宿科比作为品牌代言人，预计2019年将加大力度、规模进行推

广。 

      

（二）行业情况 

1、高端制造板块 

钢制车轮制造： 

汽车需求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汽车销量的波动性明显高于GDP的波动幅度，属于典型

的周期性行业。钢制车轮行业作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个分支，其周期性基本与汽车行业周

期性同步，但波动幅度要小于汽车行业，原因是与汽车保有量有关的汽车改装与维修需求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汽车行业波动对本行业造成的影响。2018年为汽车小年，景气度低迷导致

了钢制车轮行业销售数据下滑。2019年随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十部门下发《进一步优化

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的落实，汽车消费有

望提振，而与汽车周期同步的车轮业务大概率复苏。 

另外，国内钢制车轮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还在于生产的设备和技术，因此，产品质量稳

定性较差、精度不高，大部分只能满足精度要求不高的国内AM市场。对于产品质量要求高、

市场前景更为广阔的OEM市场仅有少数几家国内企业能够进入，而公司就属于少数几家企业

之一。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目前能满足国内外汽车整车厂对钢制车轮的技术要求，而

公司的“阿凡达项目”能使钢轮重量大幅下降，可替代铝轮，是国际上顶尖的钢轮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表面处理行业运行形势与未来发展前景预测报

告》指出：EPS设备所处理的钢材主要是热轧碳钢板卷，同时，EPS设备也具有更快的处理硬

度更大的高碳钢、合金钢，甚至是必须使用强度更大的氢氟酸进行酸洗的不锈钢材的能力（无

法处理非钢材质板材、非板型钢材如钢筋、棒材等），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指出

了改革创新新思路：我们需要一种创新的环保技术。EPS技术可以替代国内的酸洗、抛丸、涂

漆等传统处理工序，由于不使用酸液，整个作用过程的原材料只使用水与精炼钢砂，且用后

的钢砂可以回收，全程将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废料，是完全环保的技术和产品。 

2、汽车后市场新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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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2018年已突破2.4亿辆。过去十多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也在稳步提升，汽车销量节节攀升，销量规模扩大了近4倍（从2006年的

718万辆至2018年的2,808万辆）。近些年来，尽管销量增速有所放缓，但销量的绝对值依然

在高位，因此保有量依然在继续稳步增长。 

汽车保有量集中于一、二线城市，衍生出潜力大的汽车服务后市场。据中国公安部统计，

截至2018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27亿辆，2018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达3172万辆。

截至2018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4亿辆，比2017年增加2285万辆，增长10.51%。从车辆类

型看，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01亿辆，首次突破2亿辆，比2017年增加2085万辆，增长11.56%，

是汽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私家车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保有量达1.89亿辆，近五

年年均增长1952万辆；载货汽车保有量达2570万辆，新注册登记326万辆，再创历史新高。从

分布情况看，全国有6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7个城市超200万辆，其中，北京、

成都、重庆、上海、苏州、郑州、深圳、西安等8个城市超300万辆，天津、武汉、东莞3个城

市接近300万辆。如此巨大的汽车市场，必然衍生出巨大的汽车服务市场。 

公司在汽车后市场优势明显，业务拓展性强。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行业内建立了一

定的先发优势和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公司从事汽车后市场业务的具有供应链资源优势、IT 系

统优势、行业先发优势、人才和团队优势等竞争优势。公司汽车新零售业务通过线上平台的

引流，结合线下旗舰店、合资门店及合作门店的全国范围内覆盖，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新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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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713,300.68 3,001,200,083.68 -9.75% 2,271,911,66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218,107.50 53,983,060.17 204.20% -138,164,25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557,194.69 -33,156,184.83 -323.92% -160,379,03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838,387.80 -384,524,311.08 -14.13% -76,449,40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6 166.6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6 166.6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1.81% 2.12%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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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278,581,125.32 7,186,994,634.22 1.27% 4,241,628,75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84,778,887.29 4,122,276,932.47 -3.34% 1,408,310,7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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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557,988.04 850,807,012.44 774,572,430.22 470,775,86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77,132.35 47,639,397.44 42,271,187.82 37,730,38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77,066.89 37,332,296.51 39,432,147.50 -250,798,70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409,510.76 -240,648,080.73 86,949,227.12 269,9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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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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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金国 境内自然人 12.52% 126,562,500 94,921,875 质押 120,720,500 

孙锋峰 境内自然人 11.26% 113,812,564 85,359,422 质押 73,798,650 

孙利群 境内自然人 5.01% 50,625,000 0 质押 37,860,000 

孙曙虹 境外自然人 5.01% 50,625,000 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杭州旭神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71% 47,640,652 0   

天弘基金－宁

波银行－天津

信托－天津信

托－弘盈 3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49% 35,262,049 0   

杭州东方嘉富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嘉

富－兴瑞 1 号

专项私募基金 

其他 2.78% 28,130,671 0   

上海财通资产

－海通证券－
其他 2.69% 27,223,230 27,223,23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财通资产－金

固股份高管定

增特定多个客

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深圳市安鹏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安鹏汽车

后市场产业基

金（有限合伙） 

其他 2.69% 27,223,230 27,223,230   

金元顺安基金

－宁波银行－

杭州乾瞳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6% 23,820,3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金国、孙利群、孙锋峰是公司控股股东（孙金国、孙利群为两夫妻，孙锋峰为两人之子），

孙曙虹为孙金国、孙利群之女。上海财通资产－海通证券－财通资产－金固股份高管定增特

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孙锋峰、倪永华、金佳彦、孙群慧、孙华群共同出资成立。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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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下降4.2%和2.8%。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高端制造板

块为主线，以汽车后市场新零售板块为重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通过业务

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主业突出，多业并举，多元化发展。高端制

造业务当中钢轮业务盈利稳定，且公司持续投入研发新型钢轮。EPS环保设备是新的利润增

长点，增速较快。汽车后市场新零售板块在和阿里合作后，发展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4.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一）高端制造板块 

1、钢轮业务 

公司钢制车轮业务经过20多年的经营，已经变得相当成熟。报告期内，公司主业稳步发

展，公司将继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保持并扩大在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 

2018年6月21日，公司与蒂森克虏伯钢铁欧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蒂森克虏伯”）、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股份”）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三方共同成立了金蒂

鞍（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占比51%,蒂森克虏伯占比34%，鞍钢股份占比15%。 

蒂森克虏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汽配零部件材料提供商，全球每十辆豪华车中就有九辆配

有蒂森克虏伯所生产的配件，而每三辆卡车中就会有一辆装配蒂森克虏伯的传动部件。蒂森

克虏伯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优势。 

金固股份多年以来致力于钢制车轮美观化轻量化的研发，其中商用车超轻量化产品研发

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产品已通过所有测试以及主机厂客户的路试。另外公司还拥有多项

先进高强度、轻量化钢制车轮技术相关的关键专利。 

鞍钢股份是中国重要的汽车钢生产和研发基地，拥有多条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用钢生产

线，形成了完备的技术研发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同时也是国际汽车轻量化联盟成员。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三方以此次成立合资公司为契机，聚势钢制车轮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等领域。公

司本次与蒂森克虏伯及鞍钢股份的合资，有利于公司新型产品的研发及销售，同时能进一步

提升公司钢制车轮的创新技术水平，帮助公司加速提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未来的盈利

能力。 

2、EPS环保设备业务 

公司于2014年取得了中国范围内的独家EPS技术使用权。EPS，即绿色表面清洁技术，是

一种新型的板材表面清洁方法，相对于传统的酸洗，EPS更加环保更加清洁，还有投入产出

比高、成本低、空间少等优势，积极响应国家绿色环保政策的号召。 

2019年1月3日，公司向美国The Material Works, Ltd.（以下简称“TMW”）收购了EPS环保

公司49%的股权，自此环保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金固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目前公司EPS设备主要销售给汽车零部件企业、国内特钢企业、钢材加工中心。 

（二）汽车后市场新零售板块 

根据罗兰贝格发布的《中国汽车后市场供应链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汽车零配件市

场2011-201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20%，预计2022年零配件市场规模将超8,000亿元，如果加上

服务产业，中国汽车后市场整体规模将超过10,000亿元。 

2018 年 8 月，公司携手阿里，共同打造汽车后市场服务新模式，“汽车超人+天猫车站”

模式将打破原有供应链格局。通过统一的门店采购服务，实现门店体系供应链集中式利润管

理，增强企业和门店的货品管理能力，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基于线下门店，导入新零售项

目如保险、新车等深度服务产品销售，提升门店综合盈利能力，增强门店恶意竞争的抗风险

能力，从而达到门店与企业的全面盈利；通过智慧门店系统，新零售云端销售系统及天猫车

站大数据流量，为门店提供了更大的运营收益，随着门店的不断扩张，品牌和广告服务也将

是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将根据经营实践和市场需求，不断对它的商业模

式进行调整和优化，实现全产业链盈利模式。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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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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制车轮及组装

车轮 
1,393,082,825.28 283,757,933.65 20.37% -1.17% -14.41% -3.15% 

汽车后市场业务 955,503,946.52 25,470,509.38 2.67% -13.56% -73.08% -5.89% 

高端装备设备 156,356,527.84 74,904,978.74 47.91% 44.48% 104.25%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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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增长204.20%），主要系子公司特维轮网络投资收益金额较大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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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特维轮智车慧达科技（杭州）有

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8年6月 20,000,000.00 100.00% 

浙江行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8年1月 1,020,000.00 51.00% 

浙江金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8年12月 100,000.00 100.00% 

金蒂鞍（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8年10月 5,100,000.00 51.00% 

杭州裕方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 
2018年9月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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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亨（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 
2018年12月 12,699,000.00 51.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杭州超通贸易有限公

司 

注销清算 2018年2月 1,009,089.11 -53,203.22 

南京云享位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 2018年4月  1,220,212.88 

杭州富阳佰特商贸有

限公司 

注销清算 2018年12月  1,623,506.98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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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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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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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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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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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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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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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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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