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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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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卧龙电气 600580 卧龙科技、G卧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剑波 沈鑫 

电话 0575-82176628、82507992 0575-82176629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大道

西段1801号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大道

西段1801号 

电子信箱 wolong600580@wolong.com shenxin@wolong.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919,259,700.81 16,775,472,373.61 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70,407,911.82 5,659,671,352.08 1.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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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705,465.47 -683,032.2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385,235,583.82 4,967,710,291.29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192,706.19 129,846,248.56 1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507,002.59 122,674,478.40 11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2.51 增加2.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47 0.1007 11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0 0.1007 113.5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2,1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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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69 422,798,480 0 无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6 167,622,561 26,874,470 质押 40,000,000 

光大保德信基金－建设银行－光大

卧龙战略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90 76,301,449 76,301,449 无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22,296,544 22,296,544 无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22,296,544 22,296,544 质押 11,148,000 

陈建成 境内自然人 1.64 21,148,956 4,832,107 质押 7,830,000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1.42 18,311,142 0 无   

王建乔 境内自然人 1.03 13,365,386 9,664,214 质押 9,800,000 

杭州百赛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12,885,618 12,885,618 质押 12,885,6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8 12,681,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陈建成先生为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

其 48.93%的股权；（2）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浙江卧

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陈建成先

生与浙江龙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自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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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一致行动人；（3）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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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和产品毛利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公司董事

会继续深化公司内部改革，积极开拓新行业、新市场，为股东创造价值。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85 亿元，同比增长 8.4%；实现营业利润 3.49 亿元，同比增长

121.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 亿元，同比增长 113.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 亿元，同比增长 119.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 亿

元，与同期相比由负转正。 

1、营收继续增长，毛利率继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的下游如油气、煤炭、炼化、钢铁、采矿、核电等行业的呈现持续复苏态势，

公司营收规模继续扩大，产品毛利率也取得了一定的提升。考虑资产出售因素后，公司的电机和

控制类产品销售收入取得了 21.15%的同比增长。下游行业的高景气度使得公司产品的议价能力有

所提升。欧洲工厂产能的调整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人力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产品的

毛利率也因此受益。 

2、加大资金回笼，保持合理杠杆水平 

报告期内，得益于全集团范围内的应收账款清收工作，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取得了较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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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营运资金得到了严格控制。董事会密切监控对新增技改和并购项目的资金投入，保持对公司

自由现金流的持续关注，在保证公司竞争力提升所需的必要投入的同时，审慎投资。同时，公司

继续推进非核心资产特别是高负债率资产的剥离工作，保持公司整体负债水平的的适度、可控。 

3、产能全球布局不断完善，规避全球贸易摩擦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通用电气正式签署了交割协议，实现了对通用电气中低压电机业务资产的

管控。此次并购将极大地提升公司在北美市场的销售能力，并有望依托通用电气墨西哥工厂取得

更好的贸易条件。此次并购也意味着公司横跨亚洲、欧洲和美洲生产布局的成功实现，行业内首

家以中国为总部的跨国企业正式形成。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

个自建海外工厂于越南正式开业。 

4、持续深化经营管控体系改革，红利初步显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对经营管控模式的重新梳理和构建，形成了以大型驱动事业部、工

业驱动事业部、日用电机事业部和 EV 电机事业部为公司主要经营单位的管控模式。大型驱动事

业部和工业驱动事业部各自在西欧高成本、东欧和中国低成本地区基本完成了生产经营的调配与

布局，调整人员结构、优化工序，为公司中短期内人工成本的大幅下降、材料成本的有效控制创

造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5、新能源汽车电机高速增长，进入海外主流车企供应链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投资与布局，随着新厂房的产能利用率不断提升，新

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出货量为 28,889 台，其中乘用车驱动电机出货量为 25,703 台。同时，公司借助

自身跨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取得了某世界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第一单 56 万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及零部件的定点信，正式进入了海外主流豪华车企的供应链。其他世界知名零配件商也正在和公

司联合研发、试制新能源汽车电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