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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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02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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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贾滨先生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冯根福先生代为表决，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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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374,3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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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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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86）519-86630954  

电话 （86）519-68683155  

电子信箱 cchjj@changch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属于制造行业，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柴油机、柴油机配件及铸件、汽油机、汽油机配件、旋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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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手扶拖拉机、模具、夹具的制造、销售。柴油机配套机组、汽油机配套机组的组装与销售。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包括：主要从事以“常柴牌”为商标的中小型单缸和多缸柴油机的生产

及销售。本公司所生产及销售的柴油机主要用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轻型商用车、农用设备、小型工程

机械、发电机组和船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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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2,423,058,958.29  2,283,028,855.52 6.13% 2,519,799,54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6,431,302.73  62,539,896.17 -25.76% 71,102,79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818,435.16 56,835,566.28 -66.89% 61,588,46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21,669,279.39  99,473,944.04 - 127,926,88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3.00% -1.00% 3.5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3,722,905,285.05  3,724,857,266.71 -0.05% 3,232,406,10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246,896,857.86  2,323,712,892.92 -3.31% 2,002,910,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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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64,530.66 584,941,650.26 551,411,429.29 563,541,34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91,536.70 4,687,621.43 3,072,285.14 3,679,85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40,682.83 6,333,364.66 629,008.33 -2,584,62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99,067.83 116,978,391.14 -125,431,296.93 -60,617,3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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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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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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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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家 30.43% 170,845,236   170,845,236   

KGI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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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宇婷 境内自然人 0.33% 1,828,000   1,828,00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

A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9% 1,626,592   1,626,592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7% 1,530,700   1,530,700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891   1,528,891   

胡文勇 境内自然人 0.24% 1,365,836   1,365,836   

梁年有 境内自然人 0.24% 1,339,452   1,339,452   

黎穗南 境内自然人 0.24% 1,338,700   1,3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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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785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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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170,845,236 人民币普通股 170,845,236 

KGI ASIA LIMITED 3,189,8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3,189,845 

曹宇婷 1,8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8,000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 STOCK 

INDEX FUND 

1,626,59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26,592 

万沛中 1,53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700 

黄国良 1,528,89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8,891 

胡文勇 1,365,8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65,836 

梁年有 1,339,452 人民币普通股 1,339,452 

黎穗南 1,338,7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38,7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196,785 人民币普通股 1,196,785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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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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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宏观经济态势趋稳，农机产业正处于市场深度调整、产业创新转型、产品升级换代的关

键阶段，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公司在持续进行技术升级、

产品结构调整、市场渠道优化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提升质量、加强管理强化考核、优化人才结构。尤其在

严峻的市场环境下，虽然柴油机市场总量下降，但是本公司单缸机市场占有率有所上升，行业销量龙头地

位稳定。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类柴油机、汽油机及机组83.61万台，其中汽油机16.00万台，共实现销售

收入2,423,058,958.29元，同比增长6.13%。 

在产品结构调整方面，在车用领域，达到道路国五排放标准的两款产品均已量产投放市场，性价比高、

竞争力强，市场前景看好；在非道路领域，形成了覆盖20—160马力的全系产品，全面配套于轮拖、收割

机、工程机械等大众领域，并精耕细作于花生收获机、船舶等小众领域。 

在质量管理、技术研发方面，常柴严格管理考核，加强制度约束，进一步抓好质量控制、质量改进工

作；积极应用四气门、共轨等新技术，使公司产品在经济性、可靠性等方面得到明显提升，市场知名度得

到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良好支撑。报告期内，常柴技术创新成效显著，全年共申报

专利13项，且已有7项专利通过了授权。 

在营销管理方面，常柴注重经营安全和销售效益，稳固现有优势领域、扩大优势产品份额，积极推广

新产品，挖掘新市场，提升服务能力，营销工作积极稳步推进。 

在内部管理方面，2017年公司全面推进信息化管理，促进管理效能稳步提升；深化内控体系建设，加

强重点项目监督力度，积极开展各类专项审计，进一步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与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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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948,960.31 320,391,133.16 16.75% -1.13% -21.58% -1.55% 

汽油机 160,850,613.34 19,426,114.34 13.7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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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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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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2017年6月

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

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

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6,433,767.68 

营业外收入 15,602,392.47 9,156,923.41 

营业外支出 10,729,181.83 10,717,4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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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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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日本富士重工业株式

会社持有的常州富士常柴罗宾汽油机有限公司 67%股权的议案》，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常州富士常柴罗

宾汽油机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常州富士常柴罗宾汽油机有限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2017 

年 1 月 20 日，常州富士常柴罗宾汽油机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过户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常州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3,725 万元，经营

范围：小型通用汽油发动机及其配套机组（含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水泵机组、小型发电机组）及其有关

构成零部件及配件的生产、加工、研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常州富士常柴罗宾汽油机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上述股权交易事项产生收益 

21,675,689.55 元，分别计入本期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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