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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1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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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相关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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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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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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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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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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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丽娜 侯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创国际中心 S座 17层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创国际中心 S座 17层 

电话 010-60276313 010-60276313 

电子信箱 jingwei@beijing-wkw.com jingwei@beijing-wkw.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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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260,318.24 2,632,551,310.93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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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5,850,724.08 171,417,051.93 4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67,649,893.63 168,177,637.60 -25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603,370.44 276,214,890.97 -18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3.6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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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0,725,097.59 10,844,246,461.99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26,316,381.46 5,117,021,161.29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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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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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450,000,000  
质押 426,000,000 

冻结 42,567,167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0% 378,000,000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4% 164,080,000  质押 163,500,00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3.65% 54,680,000 41,010,000 质押 32,000,000 

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40,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9,418,000    

龚福根 境外自然人 0.89% 13,380,000  质押 13,380,000 

上海弘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7,279,097    

殷利洲 境内自然人 0.28% 4,166,500    

李壮 境内自然人 0.25% 3,736,9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龚福根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股份，龚斌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40%股份。龚福根先生和龚斌先生为父子关系。除前述之外，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股东上海弘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公司总股份为

7,279,097股，其中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279,097股；股东殷利洲持有公司总股份

4,166,500股,其中信用账户持有 3,624,500股; 股东李壮持有公司总股份为

3,736,904股，其中信用账户持有 3,432,29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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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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8年 03 月 0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共同控制协议

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0）和《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

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年 03 月 10日、2018年 03月 29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8年 03 月 0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共同控制协议

到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0）和《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

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年 03 月 10日、2018年 0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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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非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 16京威 01 118740 2019年 07 月 08日 149,983.51 6.00% 

非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券 17京威债 114146 2020年 04 月 19日 49,764.73 7.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78% 52.16% 1.6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93 4.56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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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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实现了营业收入291,326.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6%；营业成本238,835.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8%；

销售费用11,361.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8%；管理费用52,706.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25%；财务费用12,229.5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85.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42%。 

1.利润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3,347.94万元，其中，营业利润33,683.31万元，占利润总额101%；利润总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9,977.91万元、增长42.70%。其中，营业利润增加10,554.27万元，增长45.6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北京基地

不动产收益的影响所致。 

2．成本费用分析 

本期公司发生成本费用共计321,073.68万元。其中，营业成本238,835.46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74.39%；销售费用

11,361.55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3.54%；管理费用52,706.05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16.42%；财务费用12,229.50万元，占成

本费用总额3.81%。 

公司成本费用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84,538.77万元，增长35.74%。其中：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49,102.71万元，增长

25.88%，营业成本上升主要为北京基地搬迁所致；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770.98万元，增长7.28%，销售费用因收入的增

长而上升；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29,307.37万元，增长125.25%，主要系北京生产基地搬迁员工离职补偿、对应子公司的

人员储备费用增加以及新品研发投入的加大所致；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2,095.22万元,增长20.67%，主要为本报告期新

增借款产生利息所致。 

3、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49,881.83万元，主要为北京生产基地搬迁员工离职补偿以及本年度职工

薪酬费用上涨致使两期变化幅度较大；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65,483.24元，系公司对外投资额下降所致；筹资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71,615.08万元，主要为本报告期筹资规模下降同时偿还部分对外借款所致。 

4、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为12,876.97万元，同比增加3857.38万元，增长42.77%。系公司订单业务的增加，新品开发费用随之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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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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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璟瑜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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