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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9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公告编号：2019-019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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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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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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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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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文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电话 0571-82832999  

电子信箱 dengwen@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214,638,132.20 5,883,932,683.40 5,883,932,683.40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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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7,818,044.35 450,197,215.65 450,197,215.65 -2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4,284,648.25 398,714,997.40 398,714,997.40 -2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2,324,809.69 -381,624,521.74 -376,137,221.74 23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164 0.164 -27.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164 0.164 -2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2% 9.00% 9.00% -2.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232,305,735.80 12,048,383,364.90 12,048,383,364.90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90,956,978.97 5,213,770,825.42 5,213,770,825.42 -4.2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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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51% 1,555,769,387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8% 82,006,392    

中国汽车工业

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1% 55,453,766    

民生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

品 

其他 1.34% 36,766,800    

祁堃 境内自然人 1.23% 34,000,01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4% 25,868,040    

国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6% 20,989,24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0% 16,584,110    

杭州新安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14,8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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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11,397,8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1、万向集团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2、其他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1、祁堃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34,000,014 股。2、杭州新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855,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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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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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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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建设成为一流汽车零部件系统供应商”的长远发展愿景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管理信息化、服务网络化、

发展品牌化、合作全球化、资本市场化”的方针,围绕着9+N的客户目标，重点做深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做好智能化产品和

模块化（轻量化）产品转型；围绕目标客户进行现有产线的改造及新项目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升级转型。2019年半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21,463.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781.80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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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

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95,187,950.68 应收票据 954,307,099.42  

应收账款  1,840,880,851.2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579,707,704.35  应付票据 1,404,826,6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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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2,174,881,045.24  

管理费用 466,952,073.13 管理费用    204,106,057.27  

研发费用    262,846,015.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588,214,620.2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93,701,920.2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5,487,3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5,487,3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

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

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

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之后将部分持有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合并）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0,215,360.64 -490,215,360.64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90,215,360.64 490,215,360.64 

②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54,307,099.42  摊余成本 954,307,099.4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840,880,851.26  摊余成本 1,840,880,851.2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0,778,073.80 摊余成本 30,778,073.80 

股权投资 成本法计量（可

供出售类资产） 

490,215,360.6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490,215,360.64 

③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

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490,215,360.64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权益工具 

 -490,215,3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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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

资产 

490,215,360.64 -490,215,360.64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    

加：转入自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原金融工具准则） 

 490,215,360.64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490,215,360.6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金

融资产 

- 490,215,360.64 - 490,215,360.64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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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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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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