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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0                           证券简称：双林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8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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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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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林股份 股票代码 3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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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醒 邬瑞珏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北盈路 202 号 上海市青浦区北盈路 202 号 

电话 021-69237995 0574-83518938 

电子信箱 xye@shuanglin.com rjwu@shuangli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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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546,035.08 2,009,630,238.28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136,596.20 172,575,459.71 -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5,784,196.08 167,133,323.70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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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471,329.47 103,031,207.76 4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43 -48.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43 -4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6.6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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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5,757,916.96 6,567,821,675.67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7,586,871.82 2,754,156,744.00 2.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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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7% 191,854,558 0 质押 78,220,000 

襄阳新火炬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1% 60,142,191 0 质押 18,500,000 

邬建斌 境内自然人 4.49% 18,000,000 13,500,000   

刘惠云 境内自然人 1.99% 7,980,000 0   

拉萨智度德诚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7,668,540 0   

襄阳兴格润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5,763,659 0   

#沈昌明 境外自然人 0.23% 931,900 0   

沈荣林 境外自然人 0.14% 543,63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3% 520,784 0   

#万丛林 境内自然人 0.11% 447,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为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为宁波致远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57.14%）及宁海宝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2.86%）。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为邬建

斌先生 90%、邬维静女士 5%、邬晓静女士 5%，共同遵守《一致行动人协议》；2、襄

阳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与襄阳兴格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一致

行动人关系外，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3,854,558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1,854,558 股。2、股东沈昌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1,900 股外，还通过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 股。3、股东万丛林通过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7,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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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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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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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405.8万辆和1406.6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2%和5.6%。其中，乘用车

产销量分别为1185.4万辆和117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和4.6%；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41.3万辆和41.2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94.9％和111.5％。 

2018年上半年汽企市场格局分化明显，钢材、塑料等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公司为稳定及激励员工支出的人工成本有所

增加，为保持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支付的研发投入有所增加等；在此市场背景下，双林股份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94,750万元，同比下降3.09%；营业利润10,565万元，同比下降51.6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110万元，同

比下降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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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应收款项的历史构成、回款情况及坏账核销情况，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结合公司信

用政策及风险管控水平等实际情况，同时根据行业惯例，公司对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进行变更，变

更日期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如

下： 

（一）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除包括上述组合之外

的应收款项、已单独

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

款项外，公司根据以

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

类似的、按账龄段划

组合 1： 

合并范围

内关联方

组合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

明发生减值，不计

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往

来款合并均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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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

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

础，结合现时情况分

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

提的比例。 
组合 2：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除包括上述组合之外的应

收款项、已单独计提减值

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公司

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

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

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

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

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

提的比例。 

（二）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账龄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

款计提比

例(%) 

账龄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

款计提比

例(%) 

1年以内（含 1 年） 5 5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0 0 

3-12 个月 10 10 

1－2年 20 20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3年以上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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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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