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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0、200570            证券简称：苏常柴 A、苏常柴 B               公告编号：2019-028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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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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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柴 A、苏常柴 B 股票代码 000570、2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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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怀德中路 123 号  

电话 （86）519-68683155  

电子信箱 cchjj@changch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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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829,845.59 1,186,760,892.26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58,025.07 18,638,557.66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227,155.59 17,262,823.25 -1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227,704.77 -5,608,85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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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9 0.0332 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9 0.0332 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8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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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229,950.93 3,542,019,195.75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5,662,393.66 2,043,308,026.7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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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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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3% 170,845,236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57% 3,189,845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891    

胡文勇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066    

黎穗南 境内自然人 0.27% 1,507,800    

陶晓芳 境内自然人 0.22% 1,228,000    

薛鸿 境内自然人 0.22% 1,22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1% 1,196,785    

谢德庆 境内自然人 0.20% 1,140,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0% 1,10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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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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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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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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农机行业处于市场低位，且将继续低位运行。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类柴油机、汽油

机及机组36.11万台，其中汽油机6.93万台，共实现销售收入1,115,829,845.5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98%。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产品优势、加快拓展市场、稳步推进产品布局、注重服务管理、提升服务效率、

加强内部管理、注重降本增效，并取得了以下成效： 

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方面：公司继续推进了非道路国四柴油机以及道路国六柴油机的研发储备工作，远

程监控平台的开发应用也已进入软件部署阶段，该平台为公司“三包”服务费用的缩减提供了有利支持。 

在质量管理方面：根据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情况，重新修订体系文件并于2019年4月份进行内部审核、

6月份通过了北京九鼎国联认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ISO9001和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外审和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审核现场监督抽查。 

在营销管理方面：公司稳固现有优势领域，扩大优势产品份额，构建与客户、供应商信任和谐的合作

伙伴关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市场，推广产品配套新领域，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客户服务

满意度不断提高。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深化内控制度建设，加强重点项目监督力度，深入中期专项审计，提升

企业风险防控能力与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市场方面：在传统农业领域，面对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公司制定了在稳固两大主机厂市场份额同时，

对新市场、新领域开拓挖掘，对重点区域进行针对性市场推广的销售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单缸

机行业总量下降较大，但公司单缸机销售下降低于行业水平。常柴单缸机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了行业第一

的地位。非道路领域中，多缸机在拖拉机、收割机、玉米收割机等同比配套份额有所提升，优势领域在不

断夯实；此外，面对农业领域不断下滑的局面，公司不断拓宽非农领域市场，除了稳固常柴在工程机械、

探矿机械市场占有率外，力争在沿海、工程基建、小工程机械等配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对外投资方面：2019年2月，公司新设了全资子公司江苏常柴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报告期

内已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施轻型发动机和铸件基地搬建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数增加为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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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

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或已执行新金融

准则和新收入准则但未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应当结合本通知附件 1和附件 2的要求对财务报

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

了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监

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详见其他说明（1）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

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

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

了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监

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详见其他说明（2） 

（1）财务报表格式变化的影响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2018年12月31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2019年1月1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74,229,941.58 应收票据 495,370,782.47 

应收账款 378,859,159.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30,130,275.77 应付票据 438,375,400.00 

应付账款 591,754,875.77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2018年12月31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2019年1月1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90,877,079.72 应收票据 490,519,795.91 

应收账款 300,357,283.8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87,550,797.44 应付票据 425,995,400.00 

应付账款 561,555,397.44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8,851,369.49 -498,851,369.4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98,851,369.49  498,851,369.49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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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0,940,000.00 -470,94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70,940,000.00  470,9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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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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