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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鲁楚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小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伍小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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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86,238,374.30 1,943,714,496.21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59,250.42 31,279,852.76 -16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6,333,234.19 21,359,649.53 -22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657,790.47 -80,792,890.26 51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34% -0.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808,456,949.10 14,562,882,213.87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00,932,894.04 6,321,205,640.59 1.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44,361.7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52,475.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462,807.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2,324.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0,797.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6,185.46  

合计 5,173,983.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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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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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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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楚平 境内自然人 31.85% 754,953,032 566,214,774 质押 339,906,400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5% 150,636,573 0   

徐海明 境内自然人 6.23% 147,683,600 110,762,700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86,180,000 71,910,000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48,408,876 0   

彭惠 境内自然人 2.03% 48,090,000 36,067,50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40,940,000 0   

鲁三平 境内自然人 1.37% 32,591,400 0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32,272,584 0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24,8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楚平 188,738,258 人民币普通股 188,738,258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150,636,573 人民币普通股 150,636,573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48,408,876 人民币普通股 48,408,876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40,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40,000 

徐海明 36,9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20,900 

鲁三平 32,5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91,400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32,272,584 人民币普通股 32,272,584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2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00,000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平安大华浦发广州汇垠澳丰 8 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21,991,575 人民币普通股 21,99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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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1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9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鲁楚平先生与彭惠女士系夫妻关系；鲁楚平先生与鲁三平

先生系兄弟关系；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和西藏安乃达

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系宁

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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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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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480,845.69万元，较期初增长1.69%；负债总额803,906.68万元，较期初增长2.03%；股东权益

总额676,939.02万元，较期初增长1.28%。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构成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应收票据 80,976.97 120,459.68 -39,482.71 -32.78% 1 

预付款项 45,044.82 29,933.98 15,110.84 50.48% 2 

预收款项 8,711.95 4,596.90 4,115.05 89.52% 3 

应付利息 292.81 495.77 -202.96 -40.94% 4 

应付股利 - 236.83 -236.83 -100.00%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590.00 21,150.00 -6,560.00 -31.02% 6 

库存股 - 2,400.13 -2,400.13 -100.00% 7 

其他综合收益 16,655.74 7,322.39 9,333.35 127.46% 8 

                                                        

注1：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金额为39,482.71万元，降低比例为32.78%，主要系公司本期向银行申请应收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的金额增加所致。 

注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金额为15,110.84万元，增长比例为50.48%，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预付大宗材料供应商货

款增加影响。 

注3：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金额为4,115.05万元，增长比例为89.5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收到的预收货款增加影响。 

注4：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02.96万元，降低比例为40.9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的到期利息增加影响。 

注5：应付股利：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36.83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以前年度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股利影响。 

注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6,560.00万元，降低比例为31.0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归还部分

到期的银行借款增加影响。 

注7：库存股：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400.13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授予给员工的限制性股票本期未能

达到解锁条件而注销影响。 

注9：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增加金额为9,333.35万元，增长比例为127.46%，主要原因系公司持有的巴拉德股权因期

末股价上涨相应公允价值浮动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二)报告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623.84万元，同比增长7.33%，实现营业利润-1,783.45万元，利润总额-1,724.40万元，

净利润-2,412.1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15.9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降低177.77%、146.09%、185.93%、

167.65%，主要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产销规模，加强成本控制，提升生产效率，促使各个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均取得稳步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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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部分产品加征特别关税，公司进口的电子元器件等采购成本上升

幅度较大以及承担部分加征的关税进一步削弱公司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导致整体利润水平同比降低； 

（3）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营业收入增长，同时受推广费用、车辆折旧及维护费用等成本增加的影响，报告期内仍未

能实现盈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4）上海电驱动2019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但受产品价格降低，成本上升影响，盈利能力有所降低。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研发费用 9,819.75 5,879.74 3,940.01 67.01% 1 

资产减值损失 1,135.29 -112.35 1,247.64 1110.49% 2 

投资收益 -644.31 -444.00 -200.31 -45.11%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11.54 -603.19 1,114.73 184.81% 4 

资产处置收益 -204.44 -38.68 -165.76 -428.54% 5 

营业外收入 300.15 1,451.00 -1,150.85 -79.31% 6 

营业外支出 241.10 3.08 238.02 7727.92% 7 

 

注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3,940.01万元，增长比例为67.01%，主要原因系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大研发力度，

投入较大资金进行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及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系统的研发相应研发费用增加影响。 

注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247.64万元，增长比例为1110.49%，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增加影响。 

注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200.31万元，降低比例为45.11%，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期铜及期铝合约平仓收

益减少影响。 

注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114.73万元，增长比例为184.81%，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以

套期保值方式核算的期铜及期铝合约浮动盈利增加以及持有的北汽蓝谷股票期末股价上涨相应浮动盈利增加所致。 

注5：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165.76万元，降低比例为428.54%，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理部分闲置固定资

产相应的处置损失增加。 

注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1,150.85万元，降低比例为79.31%，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影响。 

注7：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238.02万元，增长比例为7727.9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影响。 

  (三)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65.78 -8,079.29 41,345.07 511.74%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05.57 -10,397.86 -6,007.71 -57.78%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64.20 19,835.59 -38,699.79 -195.10% 3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41,345.07万元，增加比例为511.7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

期外销销售规模扩大相应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提高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规模相应收到的现金增加。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6,007.71万元，降低比例为57.78%，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

为扩大生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以及上年同期收回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增加影响。 

注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38,699.79万元，降低幅度为195.1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

期归还了部分银行到期借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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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解锁期不符合行权/解锁条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锁期不符合行权/解锁条件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的第四个行权/解锁期行权/解锁条件没有满足，同意注销该行权期内13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414.6万份股票期权，回

购注销该解锁期内13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411.6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行权/解锁期

行权/解锁条件没有满足，同意注销该行权期33名激励对象获授的85.088万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该解锁期31名激励对象获授

的78.476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本次将合计

注销公司股票期权共计1168.34万份（报告期内已完成注销），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共计490.076万股（尚未完成注销手

续）。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370,430,924股变更为2,365,530,164股。 

    2、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未进行期权行权。报告期内，股票期权摊销费用为1,332,260.75元，对公司

业绩未造成重大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行

权/解锁期不符合行权/解锁条件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19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

权/解锁期不符合行权/解锁条件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19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19 日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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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188,460.00 13,865.00    -20,028.00 168,432.00 自有资金 

期货   3,296,071.21    3,296,071.21 自有资金 

合计 188,460.00 13,865.00 3,296,071.21 0.00 0.00 -20,028.00 3,464,503.21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tockcode=002249） 

2019 年 02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tockcode=0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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