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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1、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 B                    公告编号：2019-02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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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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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孚高科、苏威孚 B 股票代码 000581、2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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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星 严国红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 5 号 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 5 号 

电话 0510-80505999 0510-80505999 

电子信箱 wfjt@public1.wx.js.cn wfjt@public1.wx.j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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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444,346.05 4,960,801,890.99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6,661,577.09 1,545,242,704.92 -1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114,094,824.74 1,378,865,501.57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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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0,323,908.25 378,923,690.48 8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1.53 -18.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1.53 -1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0% 9.92%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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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4,489,303.82 20,892,041,460.30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97,076,128.08 15,913,828,778.8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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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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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2% 204,059,398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6% 142,841,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73% 57,857,357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 FOCUS FD 境外法人 1.84% 18,530,3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2% 18,331,3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2,811,2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深 
其他 1.21% 12,238,89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14% 11,459,033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略基金－全

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97% 9,802,5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7,007,6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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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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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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汽车市场整体处于低位运行，上半年降幅超两位数。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迎难而

上，努力抓市场机遇，顺势而为，强化内部管理，注重风险管控，努力确保公司总体经济运行的稳定。报

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24%；实现利润13.5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3%；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2.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68%。 

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 

1、认清形势，迎难而上，寻求机遇，努力开拓市场，注重生产交付，努力保持重点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确保相关产品市场的持续稳定。上半年共轨泵产销量超过90万台； 

2、聚焦经营质量，充分利用互联技术，加强数据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数据采集、分析、预测的

的能力。持续提升制造过程管理，强化柔性和敏捷生产，实现制造过程的智能化调配能力；持续推进公司

内部管理，梳理管理职责职能，提升、优化系统流程的标准化建设，优化组织机构；加强集团信息系统安

全建设，持续推进业务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推进财务共享中心建设，推进采购共享平台项目建设，推

进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平台建设。不断增强公司发展基础。 

3、为加速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加快公司转型升级，公司在丹麦设立SPV公司 (全资子公司)，

收购由FCCT ApS.公司持有的丹麦IRD Fuel Cells A/S (以下简称“IRD”) 66%的股权，折合726万欧元。公司

通过收购IRD公司股权，实现对IRD公司的控股，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业务市场的竞争力，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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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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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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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按照上述要求，公司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上述四项会计准则。 

 

2019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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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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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SPV 设立 无影响 

IRD Fuel Cells A/S 收购 无影响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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