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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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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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峥 董事 因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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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000927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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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君奎 张爽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578 号 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578 号 

电话 022-87915007 022-87915007 

电子信箱 xiali@mail.zlnet.com.cn xiali@mail.zlnet.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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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457,058.91 622,823,249.69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7,425,672.95 -685,640,854.83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39,396,974.61   -687,874,109.25 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5,197,360.19 -1,090,542,648.77 4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96  -0.4298  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96  -0.4298  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48% -50.59% -1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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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6,988,924.51 4,900,300,385.69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9,328,991.03 57,985,413.59 -10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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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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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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73 761,427,612  0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6 310,438,808  0   

罗晋渝 境内自然人 0.32 5,028,000  0   

周珮武 境内自然人 0.27 4,250,299  0   

王艳 境内自然人 0.26 4,089,300  0   

叶小青 境内自然人 0.25 3,990,100  0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2,960,375  0   

余小侃 境内自然人 0.18 2,890,000  0   

俞雄华 境内自然人 0.18 2,797,200  0   

徐秀芳 境内自然人 0.15 2,34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

除此之外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罗晋渝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周珮武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0299股；

俞雄华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9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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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 年 1-6月，全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85.4万辆和 1177.5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 3.2%和 4.6%。其中，轿车产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和 5.5%；SUV产销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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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分别增长 9.6%和 9.7%；MPV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7.1%和 12.7%；交叉型乘用车产

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3.8%和 25.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受公司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尚未完成等因素影响，目前公司整体的产销规模较小，产品

盈利能力较弱，产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威志”和“骏派”品牌轿车

16907 辆，同比增长 22.22%，销售 13007 辆，同比增长 12.7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73045.71 万元，同比上升 17.28%，实现营业利润-63905.7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3742.57万元，同比上升 7.03%。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升级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

骏派 A50三厢轿车、骏派 CX65跨界车，但受产品定位和渠道弱化的影响，新产品销量与公司

期待的目标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营销创新、项目管理水平提升、生

产制造能力提升、降本增效、整合资产支撑公司经营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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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                    

王国强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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