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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6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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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   

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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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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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安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林 何华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电话 0575-87658897 0575-87605817 

电子信箱 lijl@vie.com.cn kuaijiyiban050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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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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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25,596,884.57 1,018,281,049.64 1,052,981,675.28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123,469.63 59,627,341.86 57,914,994.23 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930,756.67 55,773,559.89 54,061,212.26 2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01,660.51 43,461,407.43 44,844,230.70 2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0.1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4.30% 3.94%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310,291,213.77 2,968,892,350.81 3,196,123,785.41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9,657,349.89 1,673,128,200.13 1,718,533,880.2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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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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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安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86% 219,980,700 0 质押 32,000,000 

陈锋 境内自然人 4.99% 23,940,000 17,955,000   

陈利祥 境内自然人 4.89% 23,476,530 17,607,396   

陈永汉 境内自然人 0.96% 4,627,192 3,470,394   

俞迪辉 境内自然人 0.89% 4,257,194 0   

陈黎慕 境内自然人 0.82% 3,927,190 2,945,392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2 0   

蔡令天 境内自然人 0.67% 3,207,640 2,405,730   

汇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1,963,305 0   

周汉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6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陈锋为陈利祥之子。陈利祥、陈锋、陈

永汉、陈黎慕、俞迪辉、陈黎明等 6 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利祥为周汉

明的姐夫。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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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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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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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0,617.43万元，同比增长 6.68 %，主营业务成本80,865.87万元，同比增加1.70%；

期间费用19,396.27万元，同比增加15.15 %。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经营管理，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升级，推进生产智能化、

信息化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和改进工艺流程，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创建“学丰田，创万安管理模式”，持续推进“准时、正确、高效、安全、成本”基础管理工作的实施，提升管控水平，

围绕主业做好生产经营，完善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质量、成本管理，优化生产管理，开源节流，提高经济效益。 

     2、公司始终坚持“提高科创能力、实践资本运作、全面战略营销”的经营治理方针，实施自主研发结合国际高端技术引

进战略，专注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控、轻量化底盘、智能驾驶等汽车高新技术领域；依托公司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

站的平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3、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范企业运营。公司建立健全并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标准，强化了公司审计部门的

监督、检查职能，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加强内幕信息管理，确保信

息披露的公平、公正、公开。 

     4、以战略营销目标为工作核心，加强营销队伍建设，积极开发中高端市场，完善产品市场和营销团队的建设，建立完

善的考核体系，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目前公司已进入戴姆勒、一汽丰田供应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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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董事会审批 本期增加其他收益4,375,348.13元，减少

营业外收入4,375,348.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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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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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