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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3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6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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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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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李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学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尔股份 股票代码 30047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颖 张艳 

电话 0418-3399169 0418-3399169 

传真 0418-3399170 0418-3399170 

电子信箱 zqb@fzb.com.cn zqb@fzb.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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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313,838,218.11 392,824,896.72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260,490.85 86,321,563.28 -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7,858,379.61 82,730,487.14 -3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172,437.67 80,793,284.51 47.5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17 0.8079 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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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26 1.1510 -45.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26 1.1510 -4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11.18% -7.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82% 10.72%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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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986,953.37 1,880,689,334.98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462,402,296.63 1,500,194,030.45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4.6240 15.0019 -2.52%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490.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26,780.02  

债务重组损益 707,006.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13.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07,385.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6,694.08  

合计 4,402,111.2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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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6% 37,260,150 37,260,150   

福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99% 15,991,500 15,991,500   

阜新鼎宏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1% 10,714,275 0   

复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5% 2,853,900 0   

上海上汽福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1,021,340 0   

董云兰 境内自然人 0.56% 557,446 0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533,025 0   

上海德智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533,0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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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 境内自然人 0.40% 400,000 0   

上海翼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321,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博有限公司为母、子

公司关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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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环境和态势稳定，由于部分乘用车客户车型切换，导致HPS业务收入出现下降，2016年上半年

业绩较上半年同期有所下降，实现营业收入31,383.82万元，同比下降20.11%；营业利润为7,258.25万元，同比下降25.94%；

利润总额为7,815.87万元，同比下降23.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6,226.05万元，同比下降27.87%。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转向泵 281,462,290.03 160,722,648.89 42.90% -24.15% -25.26% 0.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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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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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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