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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9 

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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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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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敏 徐丽芬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8 号 

电话 0576-83938250 0576-83938250 

电子信箱 002126@yinlun.cn 002126@yinl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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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66,618,664.69 4,054,475,035.96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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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497,078.49 175,367,187.84 -2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3,039,008.78 155,849,046.80 -4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659,651.53 77,855,799.02 6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4.3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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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3,316,835.64 11,988,875,220.88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47,982,553.05 4,400,149,823.5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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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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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徐小敏 境内自然人 7.02% 55,615,820 41,711,86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4.91% 38,926,274    

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4% 32,000,000  质押 17,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09% 24,494,6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

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9% 10,216,1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9,740,7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9,212,449    

袁银岳 境内自然人 1.10% 8,690,1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8,374,897    

王达伦 境内自然人 1.03% 8,138,1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徐小敏为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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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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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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银轮转债 127037 
2021 年 06 月 07

日 

2027 年 06 月

06 日 
69,959.55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0.50% 59.35% 

流动比率 1.13 1.2 

速动比率 0.88 0.9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27 11.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9,303.9 15,584.9 

利息保障倍数 4.6 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84 2.06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由全资子公司上海银轮实施的新能源汽车热

管理项目到期结项，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442.80 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

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和上海银轮日常经营活动。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 1 月 28 召开的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乘用车

EGR 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的新项目为新能源汽车电池和芯片热管理项目，实

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银轮，拟使用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金额为 19,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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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3 月 2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22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首次授予登记，首次

实际授予人数 380 名，授予对象为公司高层及主要骨干员工，实际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4923 万股。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完成 2021 年度权益

分派，以 6 月 24 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792,125,021 为基数，共派发现金红利 63,370,001.68 元

（含税）。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乘用车 EGR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关于终止 DPF国产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由上海

银轮实施的乘用车 EGR 项目结项，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131.35 万元（含理财收益，最终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终止 DPF国产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 3645.75 万元（含理财收益，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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