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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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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6,779,498.68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93,770,312.13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1,611,319.07元， 

2019年度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478,938,491.74 元。 

公司拟以 2019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68,75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本次分配利润支出总额为 29,500,4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49,438,091.74 元结转

至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全柴动力 6002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明余 姚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全椒县襄河镇吴敬梓路788号 安徽省全椒县襄河镇吴敬

梓路788号 

电话 0550-5038369 0550-5038289 

电子信箱 qcxumy@163.com yaowei107@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发动机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形成了以车用、工业车辆用、工程机械用、农

业装备用、发电机组用为主的动力配套体系，是目前国内主要的四缸柴油机研发与制造企业。公



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研究、开发与掌握发动机核心技术，对缸体、缸盖等关键零部件自主生产，

通过整机组装、调试、检验和销售，配套汽车、叉车、农业装备和工程机械等整机产品，在产品

销售区域内提供技术服务和维修服务，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以及东南亚、欧洲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作为独立的发动机研发与制造企业，全柴发动机主要配套汽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涉及交通、工

业、农业等诸多国民经济领域，其发展的周期性与行业及宏观经济的运行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

国家排放法规的严格实施，目前发动机及整车行业处于调整发展阶段，行业竞争激烈。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151,631,842.39 3,602,324,018.30 15.25 3,739,680,865.45 

营业收入 4,044,447,405.35 3,477,083,409.01 16.32 3,193,670,475.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779,498.68 39,683,114.72 143.88 61,481,784.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694,441.35 -14,815,838.36   16,446,583.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34,793,676.59 1,937,540,171.84 5.02 1,916,138,460.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740,548.65 -2,981,883.38 -528.48 -141,774,803.1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11 136.36 0.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11 136.36 0.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87 2.06 增加2.81个百分

点 

3.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49,406,804.08 907,639,692.65 1,016,417,834.59  1,070,983,07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9,383,111.87 15,863,840.63  24,165,850.15  27,366,696.03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6,270,619.81 7,947,876.73  11,304,437.87  18,171,50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28,626.17 75,629,031.61  -236,447,653.22  159,206,699.1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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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9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7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

司 

0 126,542,500 34.32 0 无   国家 

韩燕煦 1,210,435 1,210,435 0.3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游云霄 1,021,752 1,021,752 0.28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殷玉宝 921,000 921,000 0.2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余胜利 910,300 910,300 0.2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游波涛 790,000 790,0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应丽艳 202,200 771,5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李训灯 750,333 750,333 0.2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涂智炜 661,800 661,800 0.18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杭州锐誉进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锐誉进

660,000 660,000 0.18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取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多缸发动机实际销售 34.37万台，同比增长 8.65%；实现营业收入 404,444.74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32%；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77.95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43.8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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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

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

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的明细项目。 

将“递延收益”项目中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

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

附注三、10。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

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

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1,200,824,414.97  1,170,710,695.93  

应收票据  804,734,206.25  782,622,394.57 

应收账款  396,090,208.72  388,088,301.36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1,372,180,943.83  1,182,568,104.57  

应付票据  249,940,913.52  293,390,000.00 

应付账款  1,122,240,030.31  889,178,104.57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武汉全柴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全柴 100.00  

2 武汉奥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奥炬  60.00 

3 武汉金宇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金宇宙  60.00 

4 武汉全信天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全信天诚  60.00 

5 武汉尚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尚跃  60.00 

6 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 天和机械 87.82  

7 安徽全柴顺兴贸易有限公司 顺兴贸易 90.00  

8 安徽众顺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众顺贸易  50.00 

9 安徽全柴锦天机械有限公司 锦天机械 100.00  

10 安徽元隽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元隽氢能源 75.00  

11 安徽元隽氢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元隽销售  100.00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①吸收合并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2019年 8-12月未纳入

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天利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天利动力 2019年 1月-7月 转为母公司业务部门 

②新设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元隽氢能源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元隽销售 2019年度 新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