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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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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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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244,903,706.05 14,562,882,213.87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72,365,930.64 6,321,205,640.59 10.3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5,969,287.12 -6.97% 6,671,377,897.66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31,874.98 -126.10% 264,649,410.96 8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941,562.41 -281.36% 8,519,967.40 -9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3,990,390.95 -324.85% -150,211,687.48 -13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200.00% 0.11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200.00% 0.11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48% 4.04% 2.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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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91,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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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0,9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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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1,364.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7,941.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113,92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3,888.59  

合计 256,129,44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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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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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 688,292,852 566,214,774 质押 191,116,000 

徐海明 境内自然人 5.95% 140,766,420 110,135,020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7% 126,925,6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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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69,84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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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

信托·腾鑫 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46,830,000 0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38,186,176 0   

鲁三平 境内自然人 1.38% 32,591,400 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3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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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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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126,92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26,925,673 

鲁楚平 122,078,078 人民币普通股 122,078,078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844,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844,5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腾鑫 1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30,000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38,186,176 人民币普通股 38,186,176 

鲁三平 32,5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91,40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32,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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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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明 30,63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3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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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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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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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490.37万元，较期初降低2.18%；负债总额711,348.52万元，较期初降低9.72%；所有者权益

总额713,141.85万元，较期初增长6.70%。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构成发生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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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90.37                -          5,790.37  100.00%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5.46          -15.46  -100.00% 2 

其他流动资产         27,926.02          63,258.63      -35,332.61  -55.85%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5,380.37      -55,380.37  -100.00% 4 

长期股权投资       13,151.17          20,283.27       -7,132.10  -35.16% 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5,874.89                -         85,874.89  100.00% 6 

投资性房地产        12,366.25           7,859.40        4,506.85  57.34% 7 

在建工程        23,640.19          35,152.80      -11,512.61  -32.75% 8 

开发支出                -             1,799.30       -1,799.30  -100.00%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51.99           1,963.36        8,288.63  422.17% 10 

短期借款        16,190.64          50,141.64      -33,951.00  -67.71% 11 

交易性金融负债         4,425.98                -          4,425.98  100.00% 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293.57         -293.57  -100.00% 13 

预收款项         11,073.30           4,596.90        6,476.40  140.89% 14 

应交税费         4,635.76           9,902.24       -5,266.48  -53.18% 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02.50          21,150.00      -19,647.50  -92.90% 16 

其他流动负债                -             4,107.99       -4,107.99  -100.00% 17 

长期应付款            88.50             132.78          -44.28  -33.35% 18 

库存股                -             2,400.13       -2,400.13  -100.00% 19 

其他综合收益         44,921.06           7,322.39       37,598.67  513.48% 20 

 

注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5,790.37万元，增长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将持有的北汽蓝谷股票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调整到本科目核算所致。 

注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5.46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

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35,332.61万元，降低比例为55.85%，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末未到期的银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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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品余额减少所致。 

注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55,380.37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5：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减少金额为7,132.10万元，降低比例为35.16%，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北京佩特来本期转让其

持有的联营企业佩特来电驱动的股权所致。 

注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期初增加金额为85,874.89万元，增长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调整以及公司之子公司大洋香港持有巴拉德股权因期末股价上涨相应公允价值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注7：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4,506.85万元，增长比例为57.34%，主要原因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电驱

动本期从固定资产转出用于投资性的房地产余额增加。 

注8：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1,512.61万元，降低比例为32.75%，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部分工程项目转入固定资

产核算所致。 

注9：开发支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799.30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的

部分研发项目完成开发转入“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科目核算所致。 

注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8,288.63万元，增长比例为422.1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的工程

设备款增加所致。 

注11：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金额为33,951.00万元，降低比例为67.7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部分到期的

短期借款所致。 

注12：交易性金融负债：较期初增加金额为4,425.98万元，增长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调整以及期末持有的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亏损增加所致。 

注1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93.57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

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14：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金额为6,476.40万元，增长比例为140.89%，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预收客户的款项增加所

致。 

注15：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金额为5,266.48万元，降低比例为53.18%，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缴纳上期计提的企业

所得税相应应交税费余额减少所致。 

注1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9,647.50万元，降低比例为92.90%，主要原因系公司已按期归还

部分到期的银行借款影响。 

注17：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4,107.99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调整所致。 

注18：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减少金额为44.28万元，降低比例为33.35%，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融资租入设备的应付租赁

费用减少所致。 

注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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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

转销影响。 

注20：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增加金额为37,598.67万元，增长比例为513.48%，主要原因系公司之子公司大洋香港持有

巴拉德股权因期末股价上涨相应公允价值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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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137.79万元，同比增长5.85%，实现营业利润32,879.49万元，利润总额33,650.06万元，净

利润24,887.9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464.9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90.53%、65.01%、65.90%、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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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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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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产品的销售数量及营业收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同时受行业竞争

加剧的影响，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形，导致业绩未能达到预期； 

4、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受推广费用、车辆折旧及维护费用等成本费用增加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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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内公司之子公司北京佩特来转让其持有的联营企业佩特来电驱动50%的股权取得25,443.79万元的收益相应增

加公司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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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4,916.61         3,548.69         1,367.92  38.55% 1 

投资收益        24,035.87       -1,295.54        25,331.41  1955.28% 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26.55          -734.19          -592.36  -80.68% 3 

信用减值损失         1,056.59                -           1,056.59  100.00% 4 

资产减值损失        -8,018.65          -776.40        -7,242.25  -932.80% 5 

资产处置收益         5,041.66          -185.02         5,226.68  2824.93% 6 

营业外收入         1,112.15         3,210.76        -2,098.61  -65.36% 7 

营业外支出           341.58            74.45           267.13  358.80% 8 

 

注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367.92万元，增长比例为38.55%，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以及上年同

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较大相应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注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25,331.41万元，增长比例为1955.28%，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之子公司北京佩特

来转让其持有的联营企业佩特来电驱动50%的股权取得25,443.79万元的收益所致。 

注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592.36万元，降低比例为80.68%，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持有的北汽蓝

谷股票价格下跌相应浮动损失增加所致。 

注4：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1,056.59万元，降低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本期冲回的坏账准备转入“信

用减值损失”科目核算所致。 

注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7,242.25万元，增长比例为932.80%，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增加及子公司上海电驱动对持有的“南京瀚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计提4,250万元的减值准备影响。 

注6：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5,226.68万元，增长比例为2824.93%，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大洋电

机休斯顿的厂房取得的收益增加。 

注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2,098.61万元，降低比例为65.36%，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影响。 

注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267.13万元，增长比例为358.80%，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增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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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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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1.17 41,896.13 -56,917.30  -135.85%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07.08 -53,319.47    111,626.55  209.35%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77.51 -28,241.10     -36,636.41  -129.73% 3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56,917.30万元，降低比例为135.85%，主要原因系本期应

收票据贴现的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以及收到的出口退税与政府补助等金额减少；另外公司本期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增加

及代付的特别加征关税增加。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11,626.55万元，增长比例为209.35%，主要原因系本期公

司之子公司北京佩特来转让其持有的联营企业佩特来电驱动50%的股权收到的现金增加、公司之子公司大洋电机休斯顿处置

厂房收回的现金增加以及上年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期赎回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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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36.41万元，降低比例为129.73%，主要原因系公司本

期向银行申请的借款金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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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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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15,000 至 35,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7,565.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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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建筑及家居电器电机及车辆旋转电器业务板块的营业收

入取得稳步增长；（2）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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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销规模，努力促使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减少亏损；（3）报告期

内子公司北京佩特来转让其持有的联营企业佩特来电驱动 50%的股

权及之子公司大洋电机休斯顿处置厂房取得增值收益增加了本年度

净利润。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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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512,232,304.34 -14,765,072.02 389,586,101.02 0.00 0.00 -14,798,965.02 887,019,440.34 自有资金 

合计 512,232,304.34 -14,765,072.02 389,586,101.02 0.00 0.00 -14,798,965.02 887,019,44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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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10,000 1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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