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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2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2018-48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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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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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丹 谢瑞 

办公地址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电话 0898-66822672 0898-66822672 

电子信箱 000572@haima.com 000572@hai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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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1,865,079.74 5,102,826,416.18 -4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147,211.46 24,373,264.9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5,077,656.64 -1,776,000.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75,432.92 -1,091,638,83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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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3 0.014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3 0.014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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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9,802,405.10 15,792,936,671.22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55,971,484.01 6,549,524,650.29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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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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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0% 473,600,000 0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 93,022,951 0 质押 93,000,00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0% 78,880,000 0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4% 66,469,78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5% 55,045,600 0   

珠海横琴新区和利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43,480,000 0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25,920,000 0   

张定强 境内自然人 1.10% 18,157,350 0   

孙杰 境内自然人 1.00% 16,500,0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6,394,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前两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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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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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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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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汽车产销保持低速增长。汽车产销 1405.77 万辆和 1406.6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15%和 5.57%。

其中，乘用车产销 1185.37 万辆和 1177.53 万辆，同比增长 3.23%和 4.64%；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售 510.9 万辆，同比增长

3.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22 亿元，同比下降 46.6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5 亿元。收入和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系汽车销量同比下降所致。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施的品类战略经营计划逐步落地，各项工作围绕着年初制定的计划稳步推进。 

1、战略产品研发方面。 

（1）整车项目方面。SG00 项目完成 ET0 整车试制、第一轮性能及可靠性试验等。VF00 项目完成试制试验数据发布等。

SC01-YP112 项目完成 EMS 标定用车调试、eDCT/动力总成 A 样机台架相关试验等。 

（2）动力总成方面。1.6TGDI 项目处于 C 样阶段，完成台架耐久试验。DCT 项目处于 PT2 阶段，完成相关测试以及性能

试验等。 

（3）全新结构电动车平台项目。完成平台样车数据发布、电池方案数据冻结等。 

2、产品销售方面。 

传统燃油车销售。二代 S5 产品已于 6 月 30 日实现 SOP，并于 7 月上市销售；F5 产品已于 5 月上市销售。 

新能源汽车销售。2018 年上半年，公司汽车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0.6 万辆，同比增长 709%。 

海外销售。2018 年上半年，公司汽车出口销量为 0.9 万辆，同比增长 39%。 

3、品质建设方面。持续开展“三个三”，通过设计质量、过程质量、零件质量三个领域的质量管控，加强质量文化、质

量体系、质量能力的不断建设提升。开展“星火活动”，提升质量意识。引进车身专家，进一步提升质量能力。 

4、大数据项目建设方面。完成三期项目规划以及主要业务场景建模等。其中，财务共享中心一期已于 6 月落地。 

5、三工厂建设项目方面。各车间工艺主要设备设施等陆续进厂调试，按计划年底前完成联调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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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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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 由于子公司注销引起的合并范围变动 

根据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开封海马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承诺书及开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汴开发）

登记内销字【2018】第 107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开封海马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依法注销登记。 

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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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合并基准日，一汽海马汽车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一汽海马动力有限公司，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继续存在。上述事项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完成吸收合并。

目前一汽海马动力有限公司注销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忠春 

 

2018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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