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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5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9-052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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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威 股票代码 0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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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银凤 李亚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 浙江省新昌县工业区 

电话 0575-86298339 0575-86298339 

电子信箱 yinfeng.zhang@wfjt.com ya.li@wf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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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3,143,254.41 5,205,813,434.35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0,429,722.12 556,939,679.15 -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50,621,303.00 493,701,368.54 -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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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245,372.88 839,006,613.33 -3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9.0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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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3,604,423.35 13,392,895,948.68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27,422,877.44 6,330,544,402.36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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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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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8% 1,009,922,929  质押 786,50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5.87% 128,414,138    

陈爱莲 境内自然人 4.46% 97,525,560 73,144,170 质押 79,380,00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26% 93,215,19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鑫康 1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74% 60,000,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8% 45,429,282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 
其他 1.94% 42,329,49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42,2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吉祥如意 2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8% 36,700,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633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7% 36,4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6.18%的股份，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陈爱莲女士持有公司 4.46%的股份，并持有万丰集团 39.60%的股份，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中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 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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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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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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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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产业定位大交通领域，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队伍建设

为抓手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上市公司”的经营指导思想开展工作。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巩固现有

市场，拓展新兴市场，推进技术创新，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1-6月，国内乘用车产销分别为997.8万辆和1,012.7万辆，同比下降

15.8%和14.0%，受汽车行业整体下滑，市场竞争激烈的影响，公司部分客户产品需求下降；同时，公司新

增投资和“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生产线转型升级，阶段性成本增加，影响公司部分利润。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2,314.33万元，同比下降3.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2,042.97万元，同比

下降24.51%。 

1、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布局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2019年上半年，汽车铝合金轮毂业务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全面拓展日

本市场，与广州本田、日本本田的战略合作已取得实质性成效。全面进入奔驰供应商体系，并获得北京奔

驰新项目。摩托车铝合金轮毂业务稳健发展，印度本地化供货保持稳定，印尼市场销量大幅上升，越南比

亚乔、马来西亚本田需求同比增幅明显。达克罗涂覆业务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启动东北市场的前期对接、

技术交流等工作，完成主要客户的战略合作商务洽谈。 

轻量化镁合金业务以北美市场为基础，提升仪表盘支架、前端模块支架等大吨位产品比重，推进全尺

寸和半尺寸镁合金仪表盘支架的开发，继续保持全球领导者地位；成功开发了华晨宝马、北京奔驰、戴姆

勒奔驰、奇瑞捷豹路虎、长安福特、广汽本田、小鹏汽车、Vinfast等客户的全尺寸仪表盘支架，国内同类

产品的市占率超过90%。 

2、以科研为基础，驱动智能升级 

2019年1-6月份，研发投入16,587.05万元，同比增长12.94%，铝合金轮毂2019年上半年新产品开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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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进入量产70多项，产品轻量化项目实施效果明显，并在模具开发、水冷和涂装工艺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满足了客户对产品高精度、高质量强的要求。大力推进涂覆业务科技攻关项目，异形件（支架、衬

套等）产品开发提上日程，长弹簧锌铝涂覆项目已进入量产阶段，镁合金防腐项目已经完成样品试验。镁

合金产品开发采用“平台化、模块化、批量化”的“三化”指引，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与客户一同配合，开发

了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如半尺寸镁合金仪表盘支架的开发，成为公司在镁合金仪表盘支架开发中的亮点和

突破，兼顾成本和降重，成功开发应用在蔚来汽车、上汽等乘用车上；转向管柱支架的开发占公司国内销

售额近20%，成为小吨位产品的绝对主力；前端框架、车载屏幕和导航仪壳体、座椅骨架、变速箱壳体等

已将成为该域开发的突破口。 

3、以产业整合为优势，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从铝合金轮毂业务，拓展到达克罗涂覆、轻量化镁合金、模具冲压件业务，通过一系列并购及整

合措施，优化了资源配置，拓宽了市场和盈利渠道，保证了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持续以万丰镁瑞丁、威海镁业为平台从事镁合金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及产品市场拓展，子公

司威海镁业已建设国内首家年产20万件超轻高强度铝镁合金副车架产业化项目，对优化市场布局、开辟新

的轻合金结构件市场以及向航空航天、电子通讯、特种新材料等领域结构件延伸起到了引导性的重要意义。 

公司根据现有产业布局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借助上市公司的全球知名主机厂供应资源，

重点开发国内乘用车整车主机配套冲压件市场，促使模具冲压件业务由二级供应商升级为一级供应商，进

一步巩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多举措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近年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印度、阿根廷、欧亚联盟等国家和经济体对中国铝制车轮征收关税、

反倾销税等税，给公司经营业务带来潜在压力。 

美国市场作为公司重要的汽车铝合金轮毂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产生的潜在影响，整车厂可

能减少公司未来轮毂的采购量，降低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1）积极与主机厂对接，加强新订单价格的沟通协商，努力增强客户的服务水平，保障产品品质，

满足客户需求，争取新订单。 

（2）持续优化市场结构，加快推动海外建厂工作，进一步开拓欧洲和日本主机厂市场，加大国内客

户尤其是新能源客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平衡国际、国内市场，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尽力消除中美贸易摩擦

对公司后续业务的影响。 

（3）通过采取精益管理、专项降本增效措施，减少生产和运营过程中的成本损耗，推进智慧工厂建

设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主要产品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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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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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是依据财政部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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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以现金39,940.02万元取得苏州御翠源贸易企业（普

通合伙）99.9%股权（评估确定公允价值为人民币41,176.79万元），于2019年1月31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增加了苏州御翠源贸易企业（普通合伙）。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滨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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