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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晓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沙澄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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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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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6,166,788.24 1,948,774,045.52 3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96,899,363.14 1,518,270,974.93 18.3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208,675.41 -35.31% 114,329,314.78 -6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611,738.41 50.57% -103,325,757.70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733,037.21 10.72% -132,564,210.65 -1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0,756,027.70 2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50.58% -0.13 -4.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50.58% -0.13 -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1.98% -6.51% -0.14%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1,702.6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4,419.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865,492.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41,118.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00,874.35  

合计 29,238,452.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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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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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英达钢结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1% 117,565,960 117,400,360 质押 117,390,000 

长沙泽洺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1% 73,375,260 73,375,260 质押 73,375,260 

长沙泽瑞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1% 73,375,260 73,375,260 质押 73,375,200 

天津硅谷天堂恒

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58,700,180   

宁波贝鑫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58,700,180 质押 43,000,000 

宁波理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58,700,180 质押 58,700,000 

北京嘉利恒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5,750,088  冻结 15,750,087 

吴晓白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刘晓疆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民生加

银信用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3,012,75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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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5,750,088 人民币普通股 15,750,0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

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12,751 人民币普通股 3,012,751 

张韬 2,02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3,700 

吴翔灵 1,577,009 人民币普通股 1,577,009 

王樑 1,431,540 人民币普通股 1,431,540 

陶文涛 1,223,059 人民币普通股 1,223,059 

颜红卫 1,22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800 

余幼敏 1,2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7,300 

汤小平 1,193,988 人民币普通股 1,193,988 

许一波 1,166,567 人民币普通股 1,166,5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战略投资者，自公司非发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所认购的新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经核查，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泽

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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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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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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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元） 报告期初（元） 变动 变动分析 

应收账款 39,193,279.28 59,761,102.61 -34.42% 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奥地利子公司柴油发动机

境外销售业绩下滑,随着前期销售的及时回款,应收账款

余额下降 

其他流动资产 101,962,479.72 49,784,091.18 104.81% 产能建设投入持续增加，形成的可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87,526,950.35 75,749,251.11 279.58% 随着柴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及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深

入推进，产能建设投入持续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96,305,455.14 220,365,814.26 34.46% 随着公司新开发产品的进度,研发费用的支出增加;同时,

产品样机完成后,搭载和国产化支出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8,161,044.63 169,098,190.04 70.41% 预付的设备、工程款持续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75,993,919.61 88,707,123.43 211.13% 报告期新增金融机构贷款 

应付账款 89,944,709.30 40,779,911.34 120.56% 随着产品开发阶段的逐渐完成,国内生产基地进入样机

制作和小批量生产阶段,生产性采购增加所致,随着恒信

融产能建设的推进，设备陆续到货验收，使得报告期末

应付账款金额较期初增加。 

长期借款 150,950,618.38 11,586,036.17 1202.87% 报告期新增金融机构项目建设贷款 

 本报告期（元） 上年报告期（元） 变动 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 114,329,314.78 295,768,118.70 -61.34%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约1.8亿元，主要变动原因为：（1）

2015年5月公司出售湖北车桥、荆州车桥股权，与同期

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减少1.38亿元；（2）受国际

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柴油发动机业绩境外销售业绩下

滑导致收入减少0.43亿元 

营业成本 107,014,277.86 272,850,590.33 -60.78%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约1.6亿元，主要变动原因为（1）2015

年5月公司出售湖北车桥、荆州车桥股权，与同期相比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减少1.23亿元；（2）受国际经济

政治环境的影响，柴油发动机业务境外销售业绩下滑导

致成本减少0.42亿元 

财务费用 4,814,241.03 11,784,898.70 -59.15%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700万元，主要变动原因为：(1)2015

年5月公司出售湖北车桥、荆州车桥股权，与同期相比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减少450万元；（2）报告期，新

增经融机构贷款，借款利息费用化金额较同期增加350

万元；（3）受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欧元折人民币汇率持

续走高的影响，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业务形成的汇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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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加600万元。 

营业外收入 34,211,245.59 10,461,631.37 227.02%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控股股东未按时支付业绩补

偿款所形成的滞纳金同比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756,027.70   -116,535,245.81  22.12%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净流出额

较去年同期减少2600万元，主要原因为：（1）因2015年5月完

成了资产剥离，使得报告期合并范围同比发生变化，被剥离资

产纳入同期现金流量表合并范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额为

5000万元，导致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同比减少；（2）

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柴油发动机业务境外销售业绩下

滑，生产性物资采购支出缩减，同时在运营管理方面进一步加

强了成本费用的管控措施，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

较同期减少760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5,633,603.34   -204,663,629.77  -147.06%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净流出

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3亿元，主要原因为：（1）同期因资产剥

离收到股权处置价款，报告期未发生类似业务，导致同比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减少0.8亿元；（2）柴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及碳

酸锂项目产能建设投入持续增加，使得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

增加0.54亿元；（3）为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进行了

部分低风险投资，使得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1.64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8,492,754.62   192,445,665.19  252.56%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体现为净流入，净流入金

额较同期增加4.86亿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新增金融机构贷款

以及收到控股股东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82,611,113.19   -134,227,159.28  161.55% 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动综合体现为净增加，同期体现

为净减少，同比差异为2.17亿元，主要变动原因为：（1）去

年同期发生资产剥离业务，而报告期无类似业务发生，导致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0.95亿元；（2）柴油发动

机业务板块：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境外销售业绩下滑，

生产性物资采购支出缩减，在稳步推进国产化产能建设及技术

研发工作的同时，加强了成本费用管控，并取得了外部融资支

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同比减少1亿元；（3）碳酸锂

业务板块：仍处于产能建设期，资本性投入持续增加，因报告

期新增金融机构贷款及政府补助，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同比增加1.18亿元；（4）母公司层面：报告期收到的控股股

东业绩补偿款较同期增加，充实了现金流，同时为提升存量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理财，综合导致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同比增加0.94亿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前三季度，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年初制订的2016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各项运营工作，致力于推进柴油发动机和碳酸锂业

务板块项目建设进程，并以地方性产业引导扶持计划为契机，加快企业外延式发展步伐。由于上述业务板块建设项目处于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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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阶段，规模化盈利能力尚未形成，目前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进展回顾如下： 

1、柴油发动机国产化项目进展 

报告期内，为提升中外双方研发合作效率，公司继续采用项目管理的形式，紧紧围绕落地产品和搭载项目进行管控的同时，

推出了“五个统一”制度指引，进一步增强了中外研发、质量、采购、项目管理等方面制度的融合。通过中外双方技术团队的

无缝对接，公司陆续推出了符合非道路第三阶段标准的单缸柴油发动机、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高压共轨柴油发动机、首台

M12 Rex增程器等具备较强竞争实力的产品。截至目前，公司部分柴油发动机产品已通过专业检测机构排放测试，正在完成

产品公告，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实力，促进柴油机板块开启快速发展通道。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柴油发动机产品在市场开拓方面同样取得了较喜人的成果：共有150多个在谈项目（正式启动109个），

意向客户近100个，与其中部分客户签订了样机搭载技术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以及签订样机合同，并陆续交付了样机。 

生产线建设方面，年产3万台柴油发动机装配线正式建成并初步具备量产条件，热试台架和冷试台架已陆续安装到位，并进

入最终调试阶段。 

为保证提供样机的质量，公司采用质量追溯、过程监控、最终检验及持续改进等手段，落实责任机制，严把产品质量关，确

保“不合格发动机不出厂”。报告期内，公司成功通过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取得证书。 

关于一期二段（年产11万台柴油发动机项目），公司已结合国家欧六排放新政，对一期二段的产品规划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

论证，并据此开展生产线重新规划（融入工业4.0理念）和施工图重新设计及报批等前置性工作。 

2、奥地利斯太尔募投项目进展 

2014年8月18日，公司完成对奥地利斯太尔增资2,860万欧元。募集资金增资款到位后，奥地利斯太尔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推

进基础建设、设备投资，以及人才引进工作。截至2016年9月底，奥地利斯太尔已累计投资2,795.42万欧元，扩展建设面积约

10,000平方米（办公区、生产及测试区、货物装卸区、通道及配料区、仓储区等区域得到大幅扩展），生产、检测、研发及

管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有效满足了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管理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将“Steyr Motors增资扩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常州生产基地一期一段年产3万台柴油发动机建设项目”，继续推进柴油发动机国产化进程。 

3、电池级碳酸锂项目进展 

随着锂电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青海依托资源优势打造千亿元锂电产业基地的构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作为青海省重点项目，

公司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诸多支持。2016年度，在建设资金陆续到位的基础上，碳酸锂业务管理团队努力

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在生产线建设、质量体系、团队建设、运营管理等各方面较年初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中市场开拓方

面，恒信融已与33家优质潜在客户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建设方面，大线设备已全部到厂并开始安装调试，但供热中心建设较

预期存在一定延迟，影响了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进度。为此，恒信融方面已及时与供应方沟通并制定了电汽供应解决方案，争

取2016年年底前完成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并实现碳酸锂小批量销售。 

4、资本运作进展 

2016年7月，为响应国家鼓励地方产业引导基金的政策号召，并加快企业外延式发展的步伐，公司以自有资金9,000万元与深

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湖北斯太尔中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设计投资规模10亿元。 

截至目前，上述合伙企业已办理完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正着手以产业投资为导向，积极寻求与大机电及

新能源产业相关优质企业的合作机会。 

5、控股股东业绩补偿履行情况 

由于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受部分客户回款延迟及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等因素影响，资金周转出现暂时性困难，未

能在原规定期限内向公司全额支付2015年业绩补偿款。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控股股东采用分期支付并承担违约金

的方式，继续以现金形式履行2015年度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2016年7月末，控股股东按照后续承诺履行计划，陆续向公司全额支付了3.5亿元业绩补偿款和相应违约金，增加了企业

现金流量，提高了每股净资产，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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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沙泽瑞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硅谷天堂恒

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2013 年 12 月 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

购的新股。 

2012 年 10

月 29 日 
36 个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1、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

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

实施完毕后，江苏斯太尔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每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

亿元、3.4 亿元和 6.1 亿元，共计

11.8 亿元。若每期实际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未达到上

述的净利润承诺数，英达钢构承

诺将按承诺利润数与实际盈利

之间的差额以现金的方式对斯

太尔进行补偿。2、在补偿期限

届满时，斯太尔对标的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

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

则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另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

不足补偿的部分，由交易对方以

现金补偿。  

2012 年 10

月 29 日 
36 个月 

截止目前，承诺人已

向公司全额支付了

2014 年度、2015 年

年度业绩补偿款及

相应违约金。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  承诺在其最终成为斯太尔股东， 2012 年 10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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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贝

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理

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作为斯太尔股东期间，仅作为

斯太尔的财务投资者，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有的斯太

尔股权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

权，不向斯太尔推荐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 

月 29 日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山

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英达钢构及其控制的企业未

来不会从事与斯太尔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

务。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为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

结构有限公司出具了《保持斯太

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承诺会保持公司人员

的独立性、资产的独立性、机构

的独立性、财务独立性及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为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公司控

股股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出

具了《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英达钢构及其子公司将尽

量避免、减少与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在增持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17 日 

完成增持

后 6 个月  

截止目前，承诺人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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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晓疆 

                                                         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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