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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20-049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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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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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内配 股票代码 0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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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宁 朱会珍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济路 19 号德威

广场 26 层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济路19号德威广

场 26 层 

电话 0371-65325188 0371-65325188 

电子信箱 liuxiangning@hnzynp.com zhengquan@hnzynp.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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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459,187.60 740,422,113.74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992,234.92 94,107,347.42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5,874,809.25 73,535,313.80 -1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96,084.95 84,521,123.52 -8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3.3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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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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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528,886.40 4,181,023,648.08 1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2,530,494.22 2,645,320,183.9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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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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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德龙 境内自然人 17.76% 107,869,305 80,901,979 质押 54,260,000 

张冬梅 境内自然人 5.56% 33,742,750 25,307,062 质押 21,150,000 

薛建军 境内自然人 1.48% 9,002,500 6,751,875 质押 8,999,900 

党增军 境内自然人 1.08% 6,536,500 4,902,375 质押 5,600,000 

刘东平 境内自然人 0.55% 3,320,750 2,490,562 质押 2,700,000 

王中营 境内自然人 0.54% 3,298,500 2,473,875 质押 2,648,500 

崔联委 境内自然人 0.47% 2,831,000 26,000   

杨学民 境内自然人 0.46% 2,788,000 0   

周宪杰 境内自然人 0.44% 2,663,500 0   

姚守通 境内自然人 0.44% 2,660,000 0 质押 2,5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薛德龙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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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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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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发展由曲折复苏走向中断停摆，各国艰难寻求

疫情控制与经济重启之间的平衡过渡而举步维艰，全球供应链被中断，生产消费需求被抑制，世界各

国经济增速全面下滑甚至萎缩，国际贸易纠纷呈现摩擦加剧的升级趋向，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明显增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意外的全球疫情催化而加速演化。面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我国上下积极推进抗疫防疫和复工复产工作，多项减税降费等支持各行各业发展的措施陆续出台，实

现经济先降后升，运行稳步复苏，充分展现了我国经济韧劲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等基本特点。 

国内汽车产业复苏进程与经济同步，随着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稳定国内汽车消费的政策，

消费信心得到提升，汽车市场逐步恢复。受基建项目启动和环保治理等因素影响，货车成为中国车市

的“销量王”，是车市恢复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0年1-6月，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6.8%和16.9%，降幅持续收窄，总体表现好于预期，特

别是，6月份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2.5万辆和230.0万辆，环比分别增长6.3%和4.8%，同比分别增长

22.5%和11.6%,产销量均刷新了往年同期历史新高。 

而2020年全球汽车市场风云变幻，欧美车市二季度受疫情冲击严重拖累车市，根据Marklines全球

汽车产业平台数据显示，全球上半年汽车产量3,124.90万辆，同比下降32.27%，销量3,216.83万辆，同

比下降27.69%。基于目前全球的经济发展形势，整体汽车市场的生产、销售等仍将面临巨大考验。从

行业发展态势看，国际疫情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海外市场需求还未完全恢复，出口依赖型企业仍没

有摆脱困境。 

面对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上下紧密团结，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产品生产，两手抓，两手都得赢。公司始终贯彻实施董事长薛德龙提出的“坚定发展信心，

在新一轮经济大洗牌中抓一手好牌”和“丢掉幻想，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和行动方案”，聚精

会神做好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确保降本增效不减速、客户和订单不丢失、自动化进程不停止、高端

市场开发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全面铺开、干部队伍建设推陈出新；同时，坚定不移的继续推进公司

“三大发展战略”，积极布局新领域、新产业。公司紧抓一切机遇，最大限度降低各种不利因素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245.92万元，较2019年同期的74,042.21万元同比下降2.43%；营业

成本47,784.01万元，较2019年同期的48,225.88万元同比下降0.92%；实现利润总额8,974.44万元，较2019

年同期的10,770.55万元同比下降16.6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99.22万元，较2019年

同期的9,410.73万元同比下降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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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 

财会[2017]22号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三）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影响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4%B8%8D%E7%A1%AE%E5%AE%9A%E6%80%A7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5%B8%82%E5%9C%BA%E9%9C%80%E6%B1%82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5%87%BA%E5%8F%A3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4%BC%81%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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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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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15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河南省中原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7.17 97.17 

中原内配（郑州）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中原内配集团轴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3.33 73.33 

中原内配集团安徽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7.00 87.00 

中原内配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33 75.33 

中原内配集团鼎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7.62 67.62 

中原内配（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原内配有限责任公司（俄罗斯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河南中原智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中原内配（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84 75.84 

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3.38 53.38 

中内凯思汽车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原内配集团（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Incodel Holding LL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ZYNP Asset Management  LL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减少1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部分股权达到控制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新乡市九盛远图科技有限公司 终止经营，解散清算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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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度报告摘要》之法定代表

人签字和公司盖章页）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定代表人： 

 

薛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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