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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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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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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固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倪永华

骆向峰

办公地址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电话

0571-63133920

0571-63133920

电子信箱

yonghua.ni@jgwheel.com

xiangfeng.luo@jgwhee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1、高端制造板块
公司专业从事钢制滚型车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轿车、微型车等乘用车
和部分特种用途车辆的钢制滚型车轮，以及各型号卡车、挂车和客车等商用车的钢制滚型车
轮。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执行“订单化”模式，即先与客户签订框架合同，确定合同中车轮的
总采购量，再根据客户下的采购订单，按月组织生产。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直接为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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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配套和通过经销商网络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钢制车轮业务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拓宽了国内外市场，加大了中
高端产品的推广销售。公司继续保持与国内合资品牌的合作力度，已为上海大众、长安福特、
奇瑞捷豹路虎等合资品牌汽车制造商批量供货。公司高端装备制造设备主要销售给汽车零部
件企业、国内特钢企业、钢材加工中心。
2、汽车服务板块
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以轮胎、保养维修、汽车美容等汽车配套服务为切入点，结合线下
合作门店和直营门店布局，为广大车主提供线上销售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服务体验，建立标
准化、透明化的服务标准，并积极拓展汽车金融、汽车保险、汽车救援、车务服务等后服务
市场相关业务，建成汽车后服务一站式解决方案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国内汽车后市场的市场容量巨大，未来
将保持较快增长趋势。同时公司将围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打通汽车采购、汽车金融、汽车
保险、维修保养、汽车置换等汽车全生命周期，实现全产业链盈利模式。
（二）行业情况
1、高端制造板块
国内钢制车轮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生产的设备和技术，因此，产品质量稳定性较差、
精度不高，大部分只能满足精度要求不高的国内AM市场。对于产品质量要求高、市场前景更
为广阔的OEM市场仅有少数几家国内企业能够进入。上述企业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目前能
基本满足国内汽车整车厂对钢制车轮的技术要求，但与国际整车厂的对车轮质量不断提高的
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钢制车轮行业作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个分支，其周期性基本与汽车行业周期性同步，
但波动幅度要小于汽车行业，原因是与汽车保有量有关的汽车改装与维修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汽车行业波动对本行业造成的影响。汽车需求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汽车销量的波动
性明显高于GDP的波动幅度，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公司是我国钢制车轮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商务部和国家发改
委认定的首批“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评选的“中国汽车零部件
车轮行业龙头企业”。公司是上汽大众、巴西大众、上汽通用、巴西通用、斯柯达、福特、广
州本田、奇瑞捷豹路虎、上汽通用五菱、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奇瑞汽车、观致汽车、东风
柳汽、宇通客车、青年汽车、金龙客车等各大整车制造商的供应商。在国际市场上，公司已
成功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配套采购体系，是通用采购体系内的中国钢制车轮供应商之一。
公司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招聘国外技术人员等方式，提高高端装备设备的技术水平，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装备设备。
2、汽车服务行业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汽车保有量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汽车售后维修保养行业具有广阔
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0
亿辆，其中汽车2.17亿辆；全国有5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4个城市汽车保有量
超过200万辆，7个城市超300万辆，分别是北京、成都、重庆、上海、苏州、深圳和郑州。如
此巨大的汽车市场，必然衍生出巨大的汽车服务市场。
公司在汽车后市场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竞争优势，已在行业内确立了先发优势，业务
发展形势良好。公司从事汽车后市场业务的具有供应链资源优势、行业先发优势、人才和团
队优势等竞争优势。汽车后市场业务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公司完成的27亿定向增发，为后
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汽车金融作为汽车产业与金融的结合，是当前产业金融的重要领域。随着中国汽车消费
市场的快速增长、消费主体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个人征信系统及汽车金融业务法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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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对汽车金融业务更广泛的参与以及市场参与者更紧密的合作，汽车金融行业呈现飞速发
展的态势，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资产规模及利润水平大幅提高，市场参与者也日趋多样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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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3,001,200,083.68

2,271,911,668.99

32.10%

1,523,773,694.71

53,983,060.17

-138,164,259.72

139.07%

46,951,239.39

-33,156,184.83

-160,379,031.00

79.33%

35,894,303.73

-384,524,311.08

-78,474,804.35

-390.00%

-23,616,70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7

133.33%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7

133.33%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9.21%

11.02%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186,994,634.22

4,241,628,752.94

69.44%

3,718,284,61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2,276,932.47

1,408,310,780.61

192.71%

1,583,998,441.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0,715,629.96

654,668,123.76

768,372,418.63

927,443,9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24,084.60

-36,726,660.01

67,919,294.88

51,114,50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06,470.91

-43,048,144.34

65,917,601.22

-24,219,17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72,305.23

-232,537,327.36

62,452,366.99

-182,367,045.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3,359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4,39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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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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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孙金国

境内自然人

12.52%

84,375,000

63,281,250 质押

42,000,000

孙锋峰

境内自然人

11.26%

75,875,043

56,906,282 质押

66,060,400

孙利群

境内自然人

5.01%

33,750,000

0 质押

30,200,000

孙曙虹

境外自然人

5.01%

33,750,000

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杭州旭神投资 其他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71%

31,760,435

31,760,435

天弘基金－宁
波银行－天津
信托－天津信
其他
托－弘盈 3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49%

30,248,033

30,248,033

杭州东方嘉富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嘉 其他
富－兴瑞 1 号
专项私募基金

2.78%

18,753,781

18,753,781

上海财通资产
－海通证券－
财通资产－金
固股份高管定 其他
增特定多个客
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2.69%

18,148,820

18,148,820

深圳市安鹏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其他
深圳安鹏汽车
后市场产业基
金（有限合伙）

2.69%

18,148,820

18,148,82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其他
33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2.42%

16,333,938

16,333,938

孙金国、孙利群、孙锋峰是公司控股股东（孙金国、孙利群为两夫妻，孙锋峰为两人之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孙曙虹为孙金国、孙利群之女。上海财通资产－海通证券－财通资产－金固股份高管定增特
动的说明
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孙锋峰、倪永华、金佳彦、孙群慧、孙华群共同出资成立。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李建华、陈菊钗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说明（如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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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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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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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01.5万辆和2887.9万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3.2%和3%，产销同比增速比同期有所减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坚决贯彻年
初管理层制定的战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高端制造板块为主线，以汽车服务
板块为重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通过业务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公司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主业突出，多业并举，多元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300,120万元，同比增加32.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人民币53,983,060.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9.07%，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1、高端制造板块
公司钢制车轮业务经过20多年的经营，已经变得相当成熟。报告期内，公司主业稳步发
展，公司将继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中高端产品质量，保持并扩大在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
同时，公司和海外研究所合作，共同研制开发新型钢制车轮，报告期内以获得阶段性成果。
公司高端装备制造设备主要销售给汽车零部件企业、国内特钢企业、钢材加工中心。
2、汽车服务板块
国内汽车后市场的市场容量巨大，未来将保持较快增长趋势。同时行业高度分散，并未
出现大型连锁企业，竞争较为无序，公司面临难得的行业契机。未来汽车后市场业务也将成
为公司主要的业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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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后服务市场业务持续增长，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将根据经营实
践和市场需求，不断对它的商业模式进行调整和优化。目前公司已经为汽车后市场业务的发
展做好了技术和人才等储备。同时公司将围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打通汽车采购、汽车金融、
汽车保险、维修保养、汽车置换等汽车全生命周期，实现全产业链盈利模式。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钢制车轮及组装
1,409,576,632.59 1,078,025,695.42
车轮

23.52%

23.93%

25.87%

-1.18%

汽车后市场业务 1,105,349,851.73 1,010,732,111.85

8.56%

22.40%

13.83%

6.88%

33.89%

0.00%

0.00%

0.00%

高端装备设备

108,222,222.01

71,549,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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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扭亏为盈。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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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
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
994,659.11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994,659.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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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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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浙江世轮实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车轮公司
（PacificWheel Inc）
杭州誉顺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注销清算
注销清算

2017年8月
2017年12月

25,029,962.12
37,003,623.56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35,880.82
-1,995,056.03

注销清算

2017年12月

1,053,833.65

53,876.46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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