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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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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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股份 6011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刚 杨华 

电话 （023）89851058 （023）89851058 

办公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A

区小康股份综合办公大楼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A

区小康股份综合办公大楼 

电子信箱 xk601127@sokon.com xk601127@sok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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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1,556,082.76 23,713,838,220.90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75,231,001.50 4,724,228,763.69 1.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7,657,473.80 365,109,057.07 126.69 

营业收入 10,453,363,507.34 10,070,903,036.92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6,774,949.82 390,444,705.76 -3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4,377,097.93 368,358,854.75 -8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99 9.98 减少4.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44 -3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4 -43.18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1、营业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单位价格较高的 SUV 系列产品销量占比

上升，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 

（1）现有主营业务板块（不含智能电动汽车板块）：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6.01 亿元，较上年同期 4.76 亿元增长 26.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5.04 亿元，较上年同期 4.54 亿元增长 11.10%。 

（2）智能电动汽车板块：因公司智能电动汽车投入增加期间费用，导致 2018 年 1-6 月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3.64 亿元，而上年同期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

0.85 亿元。 

3、非经常性损益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与 InEVit 创始股东合作模式变化（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

收购美国电池系统公司 InEVit 的进展公告》），公司将后续不再支付的股份对价款 0.86 亿元（1,320

万美元）计入营业外收入；二是处置子公司股权和政府土地收储款增加投资收益共 0.64 亿元。 

综合以上因素，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9.3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85.24%。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解付金额与上期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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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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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重庆小康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22 565,691,300 558,718,500 质押 352,280,000 

重庆渝安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0 74,545,500 74,545,500 质押 36,910,000 

颜敏 境内自然人 3.08 27,965,250 27,965,250 无 0 

陈光群 境内自然人 1.54 13,983,000 13,983,000 无 0 

谢纯志 境内自然人 1.54 13,983,000 13,983,000 无 0 

张兴涛 境内自然人 1.54 13,983,000 13,983,000 质押 3,300,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396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17 10,671,000 0 无 0 

张容 境内自然人 1.03 9,321,750 9,321,750 质押 5,353,400 

太平资管－招

商银行－太平

资产乾坤 41 号

资管产品 

未知 0.91 8,288,000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79 7,188,336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张兴海先生持有重

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50%股权，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 62.22%的股权；张兴海先生同时持有重庆渝安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26.69%的股权，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8.20%的股权。颜敏、谢纯志、陈光群、张兴涛、张容均

为张兴海先生的近亲属。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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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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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遵循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注发展实体

经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一切为了用户，超级奋斗，拥抱

改变，诚信可靠，价值共享”为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入推进转型升级。同时，公司采取全球运营

模式，设立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大力推进智能电动汽车业务和全产业链布局并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在产品销售方面，整车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动机外销占比扩大。2018年 1-6月，公司汽

车整车销售 18.90 万辆，实现收入 91.29 亿元 ，同比增长 0.73%，其中 SUV 销售 9.74 万辆，同

比增长 15.46%，实现收入 63.34亿元，同比增长 14.94%。2018年 1-6月，公司发动机销售 30.74

万台，同比增长 5.92%，其中，外销 11.90万台，外销同比增长 32%。 

在自主研发方面，公司已经掌握了生产电动汽车核心的电驱动技术、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智

能驾驶系统技术，实现样车和三电平台有效搭载，并具有良好的整车性能表现，现已进入了调试

完善阶段，目前公司正在为最终量产上市开展性能完善、试装试制、路测及相关检测工作。 

在智能制造方面，金康数字化工厂已完成主体工艺厂房建设，冲压车间、焊接车间、涂装车

间和总装车间四大工艺车间生产线正在测试运行，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达到正常生产。公司发

动机新建成的年产 25万台的 123装配线集高效化、自动化、柔性化、信息化于一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满足了公司缸内直喷发动机的装配要求，有效提升公司动力总成的产能。在 2018重庆市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评比中，小康动力高效节能发动机生产智能工厂被评为第一名。江津区双

福汽车生产基地持续推进乘用化精准制造体系建设和智能化建设，投入中喷机器人、全自动封闭

冲压线等，重点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进一步保证产品质量。 

在配套体系方面，智能电动汽车板块引进了近 50家关键、核心零部件国际品牌配套供应商，

初步建立起了全球配套商体系。 

在品牌建设方面，2018 年 3 月，SF Motors成功举行全球发布会。电驱动技术领衔的多项领

先科技与智能电动 SUV 首次公开亮相，并率先提出开放共享商业模式，以加速 EV行业快速迭代发



展。7月，SF Motors正式发布智能电动汽车“金菓 EV”品牌。 

在国际出口方面，开拓韩国、阿根廷等新市场取得突破，SUV市场推广初见成效。 

综上所述，由于公司在产品制造、自主研发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了转型升级，并强化

了核心产品的销售，因此主营业务同比增长。但由于加大了智能电动汽车的投入，特别是在职工

薪酬、广告宣传费用、开发费用等方面投入的增加，使得智能电动汽车板块总体费用同比增加近

3 亿元，造成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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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