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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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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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洲新春 60366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洁 杨上锋 

电话 0575-86339263 0575-86339263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电子信箱 xcczqb@xcc-zxz.com xcczqb@xcc-zx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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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198,668.17 1,710,018,767.11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5,166,331.02 1,208,503,119.94 0.5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65,495.03 36,063,266.10 -49.63 

营业收入 641,518,886.62 570,841,705.74 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75,490.27 53,833,933.59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897,959.81 50,969,532.31 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5 4.63 增加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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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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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境内自然人 26.46 69,621,123 69,621,123 质押 49,910,000 

王学勇 境内自然人 9.95 26,188,237 26,188,237 质押 18,331,700 

俞越蕾 境内自然人 7.33 19,281,618 19,281,618 质押 19,180,200 

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07 10,705,695 10,705,695 质押 296,010 

张玉 境内自然人 3.72 9,782,790 9,780,840 质押 9,780,84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7,893,600 0 无 0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6,906,900 6,906,900 质押 6,890,000 

深圳市森得瑞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1 6,073,730 0 质押 3,900,000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8 5,215,990 0 无 0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 5,097,0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张峰、王学勇、俞越蕾、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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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和行业环境的新形势，始终将转型升级作为公司发展的主线。

秉承“转型、深耕、提高、融合”的经营理念，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稳步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经营业绩保持稳健上升的发展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64,151.89 万元，同比增长 12.38%；实现利润

总额 6,750.20 万元，同比增长 1.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7.55 万元，同比增

长 6.21%。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深耕细作，向高技术制造企业转型 

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并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各运营单位于年初制定的绩效考核指标，将

资产回报率、应收账款、库存等纳入重点考核范围，确保了利润目标的实现。在组织构架方面，

持续完善事业部制运行机制，调整内部业务单元，便于管理考核；合理分设部门组织构架，划清

职责分工。在人力资源方面，引进多个重点管理岗位人才，优化人员配置；多次组织开展公司管

理规范、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全方位提升员工素质。 

在生产运营方面，公司实施精益生产管理模式，进行工业工程深度分析与产线柔性生产单元

改造，优化现有工艺技术与产线布局，使之逐步由单线自动化向多线集成自动化或柔性单元自动

化方向发展，同时辅之以一人双线和一人三、四线的生产管理改造，有效实现了减员和单位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为持续降本增效做好了基础保障。在轴承制造各环节中，报告期内均有先进或自

动化水平高的生产、检测装备投入使用，保证公司在主业范围内实现加工范围全覆盖，进一步强

化行业内技术装备的领先性。在企业重点工段打造并拥有国内外领先的热处理、锻造技术与质量

保证能力，为公司成品轴承进口替代规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汽车配件生产厂区进

行了新厂房搬迁，完成了汽配厂新老厂区的优化整合、重组与再造，新增的先进设备和生产线明

显提升了生产自动化程度与质量保证能力，解决了产能不足问题。公司同期规划实施 ERP 信息化

管理系统升级项目，对 ERP 系统进行二次开发，提升企业经营数据的自动集成、有效获取与综合

分析应用以及依托平台的综合管控能力，协助提升企业综合生产运营管控与质量过程管控水平。

随着此工作的逐步推动落实，将更好保证公司未来生产运营管理的有序化、数字化、高效化，为



公司智能化制造夯实基础。另外公司在报告期内已经在轴承事业部、汽车配件工厂启动数字化、

智能化新工厂规划与选型，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开始建造，以保证企业主产业在未来竞

争中保持或拥有行业领先地位。 

二、注重研发，向高端精密零部件制造转型。 

公司注重研发投入，不断突破、提高新型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调整产品结构培育高

端客户，汽车转向器轴承、球环滚针轴承等高附加值新产品订单明显增量。报告期内，公司创新

性开发和生产了电梯类轴承和零件，并首次参加中国国际电梯展，展示了复合钢带曳引机导向轮、

H 系列密封调心滚子轴承、带座外球面轴承、电梯专用深沟球轴承四大类产品，吸引了著名电梯

生产厂商进行初步接洽。其中，最新研发的复合钢带曳引机导向轮，打破该类产品原有结构，使

一体式转变为各部件单元化，有效提高部件承载能力，增加部件刚度，已在客户中成功应用。 

三、资本助力，向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转型 

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起开始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浙江新龙实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新龙实业是中国汽车空调管路、家用空调管路制造行业

的领先企业，主要客户有法雷奥（VALEO）、马勒贝洱（MAHLE BEHR）、富奥翰昂等国际著名

汽车零部件公司，与公司有极强的客户协同效应。新龙实业未来将加大力度开拓新能源汽车管件

与管路总成等业务。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汽车配件领域的战略布局，为公司争做国际一

流高端零部件供应商的战略规划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寻求国外细分市场领先企

业的并购机会，实现国际品牌、渠道嫁接中国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国外先进技术、品牌嫁接中

国效率，拓展国内市场。打造全球资源嫁接中国动力，形成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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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峰 

2018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