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839946     证券简称：华阳变速     公告编号：2022-060 

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原因 

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

披露的《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35）。经审查

发现年报中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 

二、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之“一、盈利能力” 

更正前： 

单位：元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78,643,768.16 325,269,367.78 -14.33% 253,907,807.3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0 0 0 0 

毛利率% 17.89% 25.93% - 2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097,566.29 52,889,499.06 -58.22% 36,233,92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3,765,014.82 51,507,315.69 -53.86% 35,060,30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8.64% 30.56% - 2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9.29% 29.76% - 23.97% 

基本每股收益 0.19 0.52 -63.46%  0.36 

更正后： 

单位：元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78,643,768.16 325,269,367.78 -14.33% 253,907,807.36 

毛利率% 17.89% 25.93% - 2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097,566.29 52,889,499.06 -58.22% 36,233,92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3,765,014.82 51,507,315.69 -53.86% 35,060,30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8.64% 30.56% - 2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9.29% 29.76% - 23.97% 

基本每股收益 0.19 0.52 -63.46%  0.36 

（二）“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经营情况回顾”

之“（三）财务分析”之“2、营业情况分析”之“（2）收入构成”

之“按产品分类分析”。 

更正前： 

单位：元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变速器操纵

机构 
94,608,973.37 73,086,434.77 22.75% -27.97% -18.32% 

减少

9.12 个

百分点 



 

变速箱壳体 113,572,464.33 92,290,247.30 18.74% -22.47% -16.36% 

减少

5.94 个

百分点 

其他部件 31,150,687.66 28,413,391.56 8.79% -21.69% -18.77% 

减少

3.28 个

百分点 

铝锭 35,289,905.52 34,707,463.73 1.65% 100.00% 100.00% 

增加

1.65 个

百分点 

其他 4,021,737.28 307,495.51 92.35% -47.44% -94.98% 

增加

72.44

个百分

点 

合计 278,643,768.16 228,805,032.87 17.89% -14.33% -5.03% 

减少

8.04 个

百分点 

更正后： 

单位：元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变速器操纵

机构 
94,608,973.37 73,086,434.77 22.75% -27.97% -18.32% 

减少

9.12 个

百分点 

变速箱壳体 113,572,464.33 92,290,247.30 18.74% -22.47% -16.36% 

减少

5.94 个

百分点 

其他部件 31,150,687.66 28,413,391.56 8.79% -21.69% -18.77% 

减少

3.28 个

百分点 

铝锭 35,289,905.52 34,707,463.73 1.65% 479.32% 488.31% 

减少

1.50 个

百分点 

其他 4,021,737.28 307,495.51 92.35% 157.76% 34.45% 

增加

7.01 个

百分点 

合计 278,643,768.16 228,805,032.87 17.89% -14.33% -5.03% 

减少

8.04 个

百分点 

（三）“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经营情况回顾”



 

之“（三）财务分析”之“2、营业情况分析”之“（2）收入构成”

之“收入构成的变动原因”。 

更正前： 

“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铝锭销售业务，较上年增加收入

3,528.9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2.66%。本年铝锭主要销往江浙一带，

所以从产品分类、区域划分来看，铝锭业务收入明显增加” 

更正后： 

“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铝锭销售业务，较上年增加收入

2,919.8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2.66%。本年铝锭主要销往江浙一带，

所以从产品分类、区域划分来看，铝锭业务收入明显增加” 

（四）“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经营情况回顾”

之“（三）财务分析”之“2、营业情况分析”之“（2）主要客户情

况”。 

更正前： 

单位：元 

序

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占

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587,716.09 67.95% 否  

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5,800,282.51 16.68% 否 

3 法士特传动集团公司 2,407,217.34 0.87% 否 

4 台州市南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9,039,139.77 3.29% 否 

5 昆山申华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5,631,472.96 2.05% 否 

合计 249,465,828.67 90.84% - 

更正后： 

单位：元 

序

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占

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587,716.09 67.95% 否 

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5,800,282.51 16.68% 否 

3 台州市南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9,039,139.77      3.29% 否 

4 昆山申华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5,631,472.96 2.05% 否 

5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407,217.34 0.87% 否 

合计 249,465,828.67 90.84% - 

 

（五）“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一、审计报告” 

更正前： 

是否审计 是 

审计意见 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无 □强调事项段  

□其他事项段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存在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  

审计报告编号 中喜财审 2022S00884 号 

审计机构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A座11层1101

室 

审计报告日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陈翔、刘姗姗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否 

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 6 年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酬 -万元 

更正后： 

是否审计 是 

审计意见 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无 □强调事项段  

□其他事项段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存在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  

审计报告编号 中喜财审 2022S00884 号 

审计机构名称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A座11层1101

室 

审计报告日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陈翔、刘姗姗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否 

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 6 年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酬 25 万元 

（六）“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

“五、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之“35、研发费用” 

更正前：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研发支出 10,295,737.46  11,850,469.02 

合计 10,295,737.46  11,850,469.02 

更正后：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工资薪酬 2,715,128.10 2,578,415.40 

材料消耗 3,118,210.30 5,400,193.02 

折旧费 4,269,183.27 3,538,673.73 

其他费用 193,215.79 333,186.87 

合计 10,295,737.46  11,850,469.02 

（七）“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

“五、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之“44、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之“（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2,097,566.29  52,889,499.06  

加：资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298,832.39  -34,638.8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5,251,544.89  14,394,819.81  

无形资产摊销 300,814.66  298,258.2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64,233.79  46,909.4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018,702.67  857,955.98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1,967.72  21,915.1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32,101.20  2,819,051.45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948,801.51  -20,259,882.8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5,925,037.85  -126,938,116.6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04,134,648.93  73,218,026.52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8,981.40   -2,686,202.7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96,624,123.44  9,582,417.5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9,582,417.57  8,961,916.0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041,705.87  620,501.57  

更正后：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2,097,566.29  52,889,499.06  

加：资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298,832.39  -34,638.8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5,251,544.89  14,394,819.81  

无形资产摊销 300,814.66  298,258.2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64,233.79  46,909.4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018,702.67  857,955.98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1,967.72  21,915.1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32,101.20  2,819,051.45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948,801.51  -20,259,882.8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9,835,037.85  -126,938,116.6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04,134,648.93  73,218,026.52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8,981.40   -2,686,202.7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96,624,123.44  9,582,417.5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9,582,417.57  8,961,916.0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041,705.87  620,501.57  

（八）“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

“七、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之“（二）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更正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陈伦宏 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 

王德焕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伦宏的配偶 

杨波 总经理 

侯克斌 股东、董事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李文清 股东 

罗根生 股东、董事 

曹虎 股东、董事 

孔祥银 独立董事 

孙海明 独立董事 

宋立平 股东、监事会主席 

张振军 监事 

陈刚 职工代表监事 

姚世煜 高管 

吴欢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尚宗新 董事会秘书 

张军 高管 

陈敬平 高管 

湖北华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实际控

制 

十堰首铨昇丰科工贸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湖北华阳汽车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华阳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法华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伦宏实际控制 

湖北神帆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襄阳市华丰吉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知晓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吴欢持股 50% 

十堰恒远广告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吴欢持股 50% 

十堰华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昇华工业园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湖北振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更正后：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陈伦宏 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 

王德焕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伦宏的配偶 

杨波 总经理 

侯克斌 股东、董事 

李文清 股东 

罗根生 股东、董事 

曹虎 股东、董事 

孔祥银 独立董事 

孙海明 独立董事 

宋立平 股东、监事会主席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张振军 监事 

陈刚 职工代表监事 

姚世煜 高管 

吴欢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尚宗新 董事会秘书 

张军 高管 

陈敬平 高管 

湖北华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实际

控制 

十堰首铨昇丰科工贸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湖北华阳汽车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华阳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法华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伦宏实际控制 

湖北宝华事装备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合

伙） 
董事长陈伦宏实际控制 

宝鸡忠诚铸锻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伦宏实际控制 

宝鸡华兴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伦宏实际控制 

湖北神帆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襄阳市华丰吉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知晓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吴欢持股 50% 

十堰恒远广告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吴欢持股 50% 

十堰华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十堰昇华工业园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湖北振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守全实际控制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其它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