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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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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域汽车 600741 巴士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茅其炜 

电话 （8621）2201170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电子信箱 huayuqiche@hasco-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4,935,691,681.97 123,372,626,476.02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225,943,462.24 41,283,559,419.08 2.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08,566,789.13 3,473,499,486.39 -4.75 

营业收入 81,626,642,762.22 68,394,000,870.62 1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73,848,889.52 3,232,817,994.30 4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338,768,000.04 3,076,754,913.25 8.52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07 8.22 增加2.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14 1.025 47.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 2018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说明：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收购原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视觉]50%股权。2018年 3 月，公司完成收购

华域视觉 50%股权相关工作，华域视觉自 2018年 3月 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股权

收购交易构成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原持

有的华域视觉 50%股权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非

经常性损益计入当期投资收益，即公司原持有的华域视觉 50%股权一次性溢价 9.18亿元人民币（未

经审计）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以上是导致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剔除上述股权收购交易带来的非经常性损益及其他

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5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0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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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2 1,838,663,129 286,214,858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3 205,964,185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7 144,162,853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61 50,700,785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34,236,096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8  31,008,3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90  28,283,276   无  

安邦资产－民生银行－安邦

资产－盛世精选 5号集合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0.74  23,226,712   无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22,679,791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22,352,72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

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华 域 汽 车

2013 年 公

司债券 

13华域 02 122278 2013-11-18 2018-11-18 28 5.7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17   59.5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41   59.6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消费环境及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国内汽车市场销量总

体增速趋缓。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整车 1,399.9 万辆，同比增长 3.7%，其中乘用车销售

1,166.4万辆，同比增长 3.5%。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跟踪国内汽车市场产销变化趋势，积极把握消费结构升级、核心客户及

自主品牌较快增长等机会，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做好区域产能适时调配，深化精益生产管理，提



升运营质量水平，保证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公司坚持“零级化、中性化、

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把握汽车行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发展趋势，根据“3+2+1”

即智能与互联、电动系统、轻量化 3 个专业板块，内外饰、底盘 2 个集成平台，国际和国内协同

作用的 1 个投融资平台的业务体系规划建设要求，顺利完成原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50%股权收

购、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设立、汽车电子泵类业务整合等工作，智能驾驶主动感应系

统（ADAS）继续加快已量产 24GHz 后向毫米波雷达产品的市场开拓工作，77GHz 角雷达完成样件

开发，77GHz前向毫米波雷达产品正在加紧研发中。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内外饰件 51,637,089,141.09  44,723,188,590.56  13.39  16.20  17.24  -0.77  

金属成型和模具  5,737,351,937.51   5,049,353,369.95  11.99  71.41  76.79  -2.68  

功能件 17,072,851,348.96  14,800,916,083.56  13.31  18.01  17.95  0.04  

电子电器件  2,766,064,176.68   2,316,988,837.24  16.24  32.73  33.50  -0.48  

热加工件    481,850,135.95     432,339,430.24  10.28  -3.29  2.18  -4.80  

合计 77,695,206,740.19  67,322,786,311.55  13.35  19.83  20.85  -0.7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62,362,797,392.29 27.12 

国外 15,332,409,347.90 -2.82 

合计 77,695,206,740.19 19.83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