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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2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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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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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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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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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丽娜 侯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 16 号院 7 号楼 15 层

1501（兴创国际中心 S 座 19 层） 

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 16 号院 7 号楼 15 层

1501（兴创国际中心 S 座 19 层） 

电话 010-60276313 010-60276313 

电子信箱 jingwei@beijing-wkw.com jingwei@beijing-wk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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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345,357.67 1,707,880,646.07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491,481.51 -176,312,900.64 1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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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0,324,804.59 -186,691,301.87 14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5,628,044.95 599,557,319.17 -3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3.49%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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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7,602,129.49 5,852,783,312.09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50,091,781.53 3,053,600,300.02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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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5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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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0% 456,000,000  质押 456,000,000 

德国威卡威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85% 357,722,742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2% 87,370,000  质押 82,860,00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2.67% 40,010,000  质押 37,000,000 

杨钰燕 境内自然人 1.80% 27,000,084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4,500,000    

岑立辉 境内自然人 0.46% 6,860,000    

杜国强 境内自然人 0.40% 6,000,000    

殷利洲 境内自然人 0.27% 3,994,300    

胡海存 境内自然人 0.24% 3,596,0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龚斌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股份，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之外，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殷利洲持有公司总股份 3,994,300

股，其中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2,7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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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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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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158,034.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753.5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47%；报告期内

公司发生成本费用合计 145,573.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5,943.31 万元，降幅 19.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49.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54.73%。 

1.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游整车市场销量低迷，导致产销量下滑，公司生产经营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收入

规模同比有所下滑。 

2.成本费用分析 

历经 2019 年搬迁后的资源整合及生产技术工艺的持续改进，成本费用改善效果明显。本期公司发生成本费用共计

145,573.83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5,943.31万元、降幅19.80%。其中，营业成本121,252.8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207.35

万元、降幅 19.94%，占成本费用总额 83.29%；销售费用 6,235.12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508.20 万元、降幅 28.69%，占

成本费用总额 4.28%；管理费用 7,672.4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662.57 万元、降幅 25.76%，占成本费用总额 5.27%；财

务费用 5,486.7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76.26 万元、增幅 9.51%，占成本费用总额 3.77%。   

3、利润分析 

通过对市场的不断开发和对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主营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得到稳步提升，2020 年半年度利润总额

为 14,402.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8,974.95 万元、增幅为 198.83%，2020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 9,649.15 万元。 

4、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23,392.93 万元，主要受疫情影响的收入规模下降以及本期利润增长带来

税款等支出项增加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4,331.80 万元，主要受本期收到的投资合营公司分红以及随着北

京搬迁后各公司重要固定资产投资陆续完成，相比上年同期资本性支出减少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19,060.37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融资额度减少以及偿还债务本息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5、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3,067.42 万元，同比减少 2,164.05 万元，下降 41.37%，主要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费用

控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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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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修订的收入准则，根据该准则的衔接规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本

集团收入确认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本集团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影响，也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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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合并范围相比，上期全资子公司成都华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注销。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璟瑜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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