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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2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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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泵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国楼 刘志恒 

办公地址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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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377-69662536 0377-69723888 

电子信箱 dmb@xixia-waterpump.com dmb@xixia-waterp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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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094,873.08 1,217,308,250.31 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340,179.17 94,629,630.25 3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3,616,282.08 96,488,998.00 3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325,607.59 86,962,337.40 1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8 3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8 3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7% 5.0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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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768,417.43 3,176,012,764.71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7,804,121.67 2,048,606,305.3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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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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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17% 117,399,363 0 质押 62,0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18,573,800 13,930,35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9,382,16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1% 9,056,8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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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红宾 境内自然人 2.09% 6,982,588 0   

徐志英 境内自然人 1.68% 5,606,73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2,601,927 0   

杭华 境内自然人 0.75% 2,500,000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71% 2,366,755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多策略优选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1,978,50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孙

耀志为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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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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

业务仍是汽车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销售，主要产品为汽车发动机水泵、汽车发动机排气歧

管、发动机涡轮增压器壳体等产品。传统汽车水泵是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的重要部件，主要

用来使冷却系统内的冷却液循环流动，保持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汽车电子水泵应用于

发动机或驱动装置的冷却系统，既适用于各类电动汽车，也适用于传统燃料汽车。排气歧管

是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的重要部件，作用为把发动机汽缸内燃烧的废气集中收集起来，转入

催化器清洁净化，消音器降低噪音，以便达到排放标准。涡轮增压器壳体是涡轮增压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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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 

公司始终致力于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市场的深入研究和长远发展，秉持精益生产、以单定

产的经营模式，与国内外众多发动机及整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为

其持续提供系统化的配套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面对汽车行业全球化、规模化、智

能化的发展趋势，强力推进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开拓电子水泵产品市场，主攻涡轮增压

器壳体，高镍、耐热钢类排气歧管，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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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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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签字页）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孙耀志 

                                               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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