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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9-007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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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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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泉 董事 因公出差 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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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6,100,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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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  股票代码 00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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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彬 刘翠霞 

办公地址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传真 0536-2098020 0536-2098020 

电话 0536-2098008 0536-2098017 

电子信箱 hanb@weichaihm.com liucuix@weichaih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开发、制造和销售船舶动力和发电设备市场用30-12000马力的发动机、发电机组及动力集成系统，提供全系列

船用主推、电推、发电设备、泵用动力发动机等产品，覆盖远洋、近海、内河和发电四个领域。同时，公司提供发动机、齿

轮箱、轴系、螺旋桨及遥控系统等推进系统的集成产品及内部设计、匹配、集成管理等整套解决方案。 

船舶动力方面，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船舶工业迎来了全面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但受世界经济和航运

市场复苏动能减弱、新船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船舶工业复苏缓慢。电力设备方面，201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

发电机组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但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用电量持续上升，发电机组市场前景良好。 

2018年公司持续加强和优化内部管理，调整产品销售结构，积极拓展市场份额，实现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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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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368,019,051.86 1,976,389,437.59 19.82% 1,744,218,18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65,451.75 23,506,041.36 76.83% 19,679,57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839,422.66 20,661,020.95 83.14% 2,545,85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82,480.92 385,741,506.03 -93.68% -71,612,05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1.78% 1.29% 1.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886,967,149.69 3,616,329,376.77 7.48% 3,136,895,00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2,477,555.82 1,332,035,378.53 3.04% 1,304,865,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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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587,681.81 645,865,599.43 620,967,027.87 547,598,74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98,733.78 27,409,260.60 15,894,533.80 -19,237,07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18,031.59 24,553,674.02 15,190,152.15 -19,322,43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77,637.28 -14,380,707.66 138,503,159.26 -55,362,3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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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69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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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4,465,500 84,465,500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6% 56,500,000 56,500,000 质押 28,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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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3.91% 10,796,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10,547,394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60% 4,407,500    

黄佩玲 境内自然人 1.08% 2,979,0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炎神州牧基金 
其他 0.58% 1,590,246    

张晓天 境内自然人 0.45% 1,241,701    

胡祖平 境内自然人 0.34% 939,1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8% 77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情

况：洪泽君持有 4,796,000 股；吴海燕持有 4,407,500 股；北京神州牧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持有 1,590,246 股；张晓天持有

1,241,70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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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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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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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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排放法规升级等诸多挑战，公司积极调

整营销政策，完善市场布局，狠抓产品质量，加快产品升级，实现经营业绩稳步提升。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8亿

元，同比增长19.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56.55万元，同比增长76.83%。 

报告期内，重点完成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不断优化市场布局，稳步提升产品销量。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船机市场上的优

势地位；陆电市场，公司初步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经销商网络体系，在油气田、高原、电站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大力

拓展通讯、物流等专业市场，陆电机组销量持续实现较大增长。 

2、加速产品优化和新产品开发，不断打造产品组合优势。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推动产品优化升级，并以柴油机为依托，

部分机型进行了气体机和双燃料发动机的开发，产品布局日趋完善。另外，公司积极推进中国一阶段的排放升级优化工作，

以确保公司产品满足国家排放法规要求。 

3、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助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以高质量稳健增长为目标，优化公司制度流程，完善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推动WOS在公司落地；通过精细化管理，不断拓宽降本途径，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强化客户为导向，

优化考核机制，充分发挥精准考核的“指挥棒”作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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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柴油机 1,307,965,679.01 222,007,179.38 16.97% 18.69% 45.93% 3.17% 

发电机组 493,051,115.81 51,184,066.00 10.38% 10.22% 2.97% -0.73% 

配件及加工劳务 371,418,819.82 50,384,214.77 13.57% 19.89% -12.81%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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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受益于主营产品销量增加及降本增效，使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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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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①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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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

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

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建立了新的模型用于确认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收入确认的金额应反映主体预计因向客户交付

该等商品和服务而有权获得的金额，并对合同成本、履约义务、可变对价、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等事项的判断和估计进

行了规范。本公司仅对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对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发生的合

同变更，本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

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公司对销售的大型船用柴油机在客户提货验收后 30 日内提供免费的安装调试服务，本公司对尚未完成的安装调试

服务合同，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并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本公司对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安装调试服务的累积影响数按新收入准则进行调整，导致期初未分配利润减少 2,580,205.13

元，合同负债增加 2,580,205.13 元。 

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

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分红计入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测算结果显示，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并无重大影响，因此本公司未对财务报表进行

调整。 

②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要求，本公司将“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及“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从

“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所有者股东权益变

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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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潍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潍柴电力设备泰州有限公司已清算完毕。 

 

 

董事长：徐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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