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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且业绩亏损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9 号）核准，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龙股份”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根据圣龙股份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告的《圣龙股份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圣龙股份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18.66%，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330.08%且业绩亏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要求，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圣龙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圣龙股份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

且业绩亏损的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专项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针对圣龙股份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的情

况，国信证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赴圣龙股份现场取得并查阅了 2019 年第三季

度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与圣龙股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对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下滑的原因进行分析，了解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1,883.19 100,664.89 -18.66% 

营业总成本 90,802.40 98,052.45 -7.39% 

    营业成本 75,150.04 80,743.03 -6.93% 

    税金及附加 233.31 418.45 -44.24% 

    销售费用 2,513.52 2,329.28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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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5,463.76 6,866.48 -20.43% 

    研发费用 5,241.47 5,797.28 -9.59% 

    财务费用 2,200.29 1,897.92 15.93% 

加：其他收益 1,092.36 783.01 39.51% 

    投资收益 2,333.17 1,962.32 18.90% 

    信用减值损失 -168.62 - / 

    资产减值损失 -6,440.24 -159.42 3939.79% 

    资产处置收益 1.23 61.30 -98.00% 

营业利润 -12,101.32 5,259.66 -330.08% 

三、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的原因分析 

圣龙股份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系公司主要客户长安福

特和上汽集团的营业收入下降、公司毛利率下降及子公司圣龙浦洛西固定资产计

提减值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所致。 

1、公司主要客户营业收入下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变动情况 变动率 

福特汽车 23,574.16 22,282.67 1,291.49 5.80% 

长安福特 7,412.46 19,351.88 -11,939.42 -61.70% 

英国捷豹 14,712.31 15,404.42 -692.11 -4.49% 

上汽集团 9,683.94 12,224.64 -2,540.70 -20.78% 

博格华纳 6,757.67 6,882.37 -124.70 -1.81% 

其他客户 19,742.65 24,518.91 -4,776.26 -19.48% 

营业收入 81,883.19 100,664.89 -18,781.70 -18.66% 

公司主要客户长安福特 2019 年前三季度累计产销量同比下滑 61.34%和

58.22%；上汽通用五菱 2019 年前三季度累计产销量同比下滑 23.56%和 24.64%。

受整车产销量下滑的影响，公司对长安福特和上汽集团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下

降 61.70%和 20.78%。 

2、毛利、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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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变动情况 变动率 

营业收入 81,883.19 100,664.89 -18,781.70 -18.66% 

营业成本 75,150.04 80,743.03 -5,592.98 -6.93% 

毛利 6,733.15 19,921.86 -13,188.72 -66.20% 

毛利率 8.22% 19.79% -11.57% -58.45% 

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毛利 6,733.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6.20%，毛

利率由上年同期的 19.79%下降至本年的 8.22%。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如下：（1）

公司主要客户长安福特营业收入下滑导致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下降，单位产品的营

业成本受折旧、燃料动力、车间管理部门费用等固定成本的影响增加，毛利率下

降；（2）主要客户上汽集团因产品结构变动导致毛利率下降；（3）重要子公司

slw 公司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毛利下滑。 

3、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公司控股子公司圣龙浦洛西，受其主要客户销量下滑影响，部分机器设备目

前处于闲置状态，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902 万元。因湖州浦洛西截

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负值（未经审计），结合其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

状，圣龙浦洛西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029 万元。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应针对公司业绩出现亏损且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的情况做好持续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在符合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前提下及时、充

分的披露相关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需要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情

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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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能够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配合保

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圣龙股份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

降 50%以上其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重要客户长安福特和上汽集团的营业

收入下降、公司毛利率下降及子公司圣龙浦洛西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和其他应收

款计提坏账所致。本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对圣龙股份未来经营业绩

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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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且业绩亏损之专项现场检

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           __________ 

                     金 骏                傅毅清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