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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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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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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 6037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志荣 彭丽娜 

电话 0574 – 8816 9136 0574 – 8816 9136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北路717号 

电子信箱 nbgaofa@163.com nbgaofa@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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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36,728,848.22 2,274,001,546.25 2,274,001,546.25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39,587,856.98 1,845,669,005.03 1,845,669,005.03 -0.3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444,192.34 42,604,897.59 42,604,897.59 25.44 

营业收入 737,967,184.12 590,015,147.54 590,015,147.54 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156,052,022.95 118,058,661.85 118,058,661.85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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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597,682.87 104,856,593.40 104,856,593.40 3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1 13.56 13.56 

减少5.4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1 0.85 1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0 0.8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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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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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42 83,790,000 0 无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5 11,620,000 0 未知  

钱高法 境内自然人 4.76 10,956,400 0 无  

钱国耀 境内自然人 4.23 9,739,100 0 无  

钱国年 境内自然人 4.23 9,739,1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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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2.69 6,190,868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未知 2.53 5,816,212 5,816,212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1.64 3,764,617 0 未知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未知 1.42 3,271,877 3,271,877 未知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浙江

浙商转型升级母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1.42 3,271,877 3,271,87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

国年、钱国耀为父子关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

弟关系；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为钱高法、钱国

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钱国年、钱国

耀分别持有高发控股 36%、32%、32%的股权）。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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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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主要从事汽车变速操纵控制系统和加速控制系统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变速操纵器、电子油门踏板、汽车拉索、汽车 CAN 总线控

制系统及组合仪表、电磁风扇离合器五大类，为国内三十多家主机厂的一级供应商。 

 

（一）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796.72 万元，同比增加 25.08%；营业利润 17,767.37 万元，同

比增加41.45%；净利润为 15,763.49万元，同比增加31.09%；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605.20

万元，同比增加 32.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344.42 万元，同比增加 25.44%。 

 

报告期内，公司乘用车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继续增加，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60,304.27 万元，

同比增长 29.26%，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83.21%，同比上升 2.68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商用车市场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152.95 万元，同比增长 7.85%，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16.77%，同比下降 2.68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变速操纵器、电子油门踏板和汽车拉索产品均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

增长 29.89%、24.01%和 23.54%。 

 

（二）费用控制持续得力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比下降 1.07 个百分点，其中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0.48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0.54 个百分点，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0.05 个百分点。整体三项费用控

制得力，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 

 

（三）新客户拓展积极有效 

多年来，公司坚持“新产品和新客户”并举作为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一。吉利汽车、上汽乘用车、

一汽大众等新老客户的引入和拓展以及汽车电子产品的逐步导入和推广，将不断夯实公司未来快

速发展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新客户，坚持以“质量可靠、服务周到、交期准时、性价比高”开拓和

占领市场。主要客户供货份额持续提高，新客户不断增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变速操纵器已经

开始批量供应比亚迪汽车，电子油门踏板开始批量供货上汽乘用车；继 2017 年公司取得长安欧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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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速操纵器配套资格后，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变速操纵器又成功取得长城汽车和观致汽车的配

套资格；电子变速操纵器业已取得多家主机厂的配套资格，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业已开始与合资主机厂进行接洽，在合资主机厂日渐重视具有成本和质量优

势的国内自主零部件厂商的过程中，公司将积极抓住机会，争取尽快突破向合资品牌主机厂供应

公司的主打产品。 

 

（四）新产品开发和募投项目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产品开发以及募投项目均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投入共计

2,956.53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01%，同比上升 30.80%；报告期内，募投项目资金投入 1,644.38

万元，累计投入 46,222.37 万元。 

 

（五）品管控制水平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国外专家，专门从事公司的生产质量管理，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质

量水平，提高公司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注入了新动力，为公司向合资品牌主机厂突破带来

更大的保障。 

公司生产线改造持续推进，采用半自动或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争取实现在不增加人员或尽

量少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全面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均产值和创利水平，保持公司“低成本、轻资

产、高效率、高质量”的运营。 

 

（六）谋求外延性扩张的机会 

公司将继续坚持深耕主业，以保持较快的内生性增长的同时积极寻求外延性发展机会，以期

进一步开拓新渠道，延展产品线和提升技术水平，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后劲，谋求更快、更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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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钱高法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