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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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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无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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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股份 股票代码 00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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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蓉 姚琼媛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 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 

电话 0571-82765229 0571-82761316 

电子信箱 qr@apg.cn yqy@ap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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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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843,391.01 1,615,417,618.78 -2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072,997.39 -42,038,817.07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094,706.13 -60,787,130.67 -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315,682.40 38,764,558.27 41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5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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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6,163,029.70 5,903,044,745.50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7,073,931.11 2,650,395,745.6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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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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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331,656 0 质押 116,000,000 

黄来兴 境内自然人  52,651,144 39,488,358   

黄伟中 境内自然人  9,216,000 6,912,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智石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550,000 0   

施纪法 境内自然人  5,184,000 3,888,00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4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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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华 境内自然人  3,506,200 0   

李义红 境内自然人  3,236,300 0   

张党文 境内自然人  3,048,700 0   

郑秋红 境内自然人  2,94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黄氏父子（黄来兴及其长子黄伟中、次子黄伟

潮）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亚太集团 45.32%的股权，且黄来兴和黄伟中分别

直接持有本公司 7.14%和 1.25%的股份，黄氏父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

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智石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张党文分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分别持有本公司股票 5,550,000 股、

3,04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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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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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今年年初我国各地区陆续出台了延迟复工的通知，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影响到中国各行业的经济发展，随

着新冠疫情在中国的逐步稳定，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汽车销量开始回升。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报告期内我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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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分别完成 1011.2 万辆和 102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6.8%和 16.9%，降幅持续收窄。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复工复产延缓，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延迟开工，订单减少，经济运行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上升，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1.24%，净利润亏损 3,191.68 

万元；2020 年第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公司整体订单及产能陆续恢复正常，同时公司

加强市场拓展，严控运营成本，营业收入、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跌幅收窄，但受制于疫情影响及研发费用及其他固定成本

的刚性支出，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净利润仍存在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284.34 万元，同比下降 26.1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7.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在疫情期间积极做好自身防控工作，努力做好自身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停工期间正常发放员工工资。复工后，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为员工免费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并安排上下班测

温工作。 

    2、多渠道拓宽产品销路，提高市场份额 

在传统基础制动器方面，公司始终坚持做专做大做强传统汽车制动系统产业。公司在保持现有市场的同时争取进入新的

领域，提升国有中高端品牌和合资品牌乘用车市场的配套份额，实现模块化、集成化供货。继大众、通用项目量产后，公司

取得的 NISSAN 项目已在报告期内开始量产。截至目前，公司又新取得了一个合资品牌的项目。同时，公司也在尽力争取

另一个外资品牌的项目。公司在国有中高端品牌及合资品牌的布局都在有序推进中。 

在汽车电子产品方面，随着 GB26149-217《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实施后，M1 类车辆在 2020

年 1 月后新认证必须配置胎压监测系统。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 iTPMS 可集成在 ABS、ESC 系统中

满足国标要求，公司带 iTPMS 的 ABS 车型项目已开始逐步量产。 

报告期内，公司新启动 74 个项目，其中，新启动 24 个汽车电子产品项目及 ADAS 项目。报告期内，公司新量产 64 个

项目。 

    3、加速新产品开发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 

汽车电子产品、智能驾驶产品、轮毂电机产品是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提供公司后续发展动力的重要助力。公司在原

有双控双冗余 EPB 的基础上，开发了高配版双控双冗余 EPB，支持 CANFD、功能安全等级达到 ASIL C，高配版双控双冗

余 EPB 已得到整车厂的定点，目前正在开发中。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为期 3 个多月的冬季标的实验，搭载 ABS、ESC、

EPB、EPBI、Ibooster、TPMS 等电子产品的共 63 辆车在黑河寒区试验基地圆满完成各项性能试验，顺利通过了众多主机客

户的验收。同时，公司在重庆车辆研究院机动车强检试验场进行了 AEB、FCW、LDW、ACC 功能的第三方场地法规试验，

所有测试项目均 100%通过。奇瑞 S61 项目今年下半年预计有望实现量产。报告期内，各项目都在有序推进中，公司会加快

相关产品的产业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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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

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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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8,220,151.19 -7,368,438.92 851,712.27 

合同负债  7,368,438.92 7,368,438.92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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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重庆津荣亚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清算 2020年5月 10,517,950.74 54,102.60 

重庆津荣亚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伟中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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