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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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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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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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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柴股份 600841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柴B股 9009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宏彬 张江 

电话 (021)60652288 (021)6065220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号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号 

电子信箱 sdecdsh@sdec.com.cn sdecdsh@sde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080,500,261.59 7,021,598,745.95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53,169,450.52 3,721,860,119.49 0.8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41,062.27 246,496,950.29 33.28 

营业收入 1,926,862,441.46 2,206,759,092.17 -1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528,948.99 81,709,813.17 -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01,544.64 66,783,841.99 -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2.23 减少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 0.094 -14.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2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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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05 416,452,530 0 无 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0 12,987,600 0 冻结 11,739,102 

刘志强 其他 0.91 7,874,350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其他 0.59 5,079,470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其他 0.53 4,611,815 0 未知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其他 0.32 2,754,327 0 未知 

  

施阿迷 其他 0.25 2,185,583 0 未知   

赵洁 其他 0.25 2,150,000 0 未知   

钱惠忠 其他 0.24 2,120,731 0 未知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其他 0.22 1,866,20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2019 年上半年经营工作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配套的国内商用车行业和工程机械行业销售均出现下滑，受行业市

场变化影响，公司上半年实现柴油机销售 44,168 台，同比下降 20.02%；实现营业收入 19.27 亿

元，同比下降 12.6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53 万元，同比下降 14.91%。 

在技术进步方面，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入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技术升级，进一步加大

环保型大功率、车用国六和非道路国四排放的发动机的研发制造，公司 D、R、H 系列柴油发动机

和 E 系列天然气发动机均已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并具备批量生产和投放市场的条件，为公司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取得专利 3 项，均为实用新型专利。 

在内控管理工作方面，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开展内控制度流程评审和制度完善，全面梳

理内控风险点，持续开展内控测评及风险评估，进一步夯实了内控体系，有效防范了各项经营风

险。 

结合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市场的变化，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坚持“主动求变、转型发展”

的发展战略，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努力扩大集团内产品配套，积极开拓集团外商用车和工

程机械市场产品配套，努力适应市场变化，实现稳中求进，力争完成全年的各项主要经营指标。 

2、2018 年度现金分红工作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 866,689,83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47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分配方案已实施

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蓝青松 

                                                   2019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