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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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7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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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张琼女士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委托董事长史新昆先生代为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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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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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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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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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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132,902,718.60 2,423,058,958.29 -11.97% 2,283,028,85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021,374.04 46,431,302.73 33.58% 62,539,89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333,196.13 18,818,435.16 —— 56,835,56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3,819,526.89 -121,669,279.39 —— 99,473,94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2.00% 0.84% 3.0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542,019,195.75 3,722,905,285.05 -4.86% 3,724,857,26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43,308,026.74 2,246,896,857.86 -9.06% 2,323,712,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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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008,785.46 593,752,106.80 432,605,495.58 513,536,3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43,577.44 7,294,980.22 4,670,842.38 38,711,97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41,982.06 6,120,841.19 -5,982,192.17 -54,613,82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59,277.76 67,650,424.61 -48,642,944.44 328,071,3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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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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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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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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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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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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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3% 170,845,236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57% 3,189,845     

张瑞荣 境内自然人 0.32% 1,789,80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9% 1,645,800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891     

胡文勇 境内自然人 0.27% 1,500,066     

高月华 境内自然人 0.25% 1,390,500     

黎穗南 境内自然人 0.24% 1,356,000     

熊顺宝 境内自然人 0.23% 1,282,251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

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3% 1,27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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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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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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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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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文件（常政发【2006】62 号），本公司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属于常州市

人民政府授权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因此，股权划转后，常州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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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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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受农机补贴变化、排放升级、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农机市

场持续低迷。在农机行业深度调整阶段，公司提升产品优势，加快拓展市场，稳步推进产品布局，同时优

化管理、提升经营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公司始终保持有序发展。在单

缸机行业总量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单缸机销售下降低于行业水平，但市场占有率仍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类柴油机、汽油机及机组71.33万台，其中汽油机13.80万台，共实现销售收入

2,132,902,718.60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97 %。 

在产品研发和结构调整方面，开发了数款单缸机、多缸机的共轨机型，有效满足非道路国三排放标准

和道路国五排放标准，为满足更高阶段排放留有空间。产品覆盖不同功率段的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用机械，

同时逐步进入了铁塔基站、船机、探矿、运输等细分领域。 

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品研发过程质量的控制流程，推行开展技术交流，质量管理工作，

推动调整产品开发工作。报告期内，常柴组织开展31个QC小组活动，对外推荐的优秀QC成果纳入全国机

械工业质量成果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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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销管理方面，公司稳固现有优势领域，扩大优势产品份额，构建与客户、供应商信任和谐的合作

伙伴关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市场，推广产品配套新领域，不断提升服务能力。2018年，

常柴产品市场服务满意度高于2016、2017年平均水平，市场口碑持续向好。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章程设计，深化内控制度建设，加强重点项目监督力度，深入中期

专项审计，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与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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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336,290.52 291,243,934.15  14.97% -12.88% -9.10% 0.62% 

汽油机 130,329,100.71 16,313,056.85  12.52% -18.98% -16.03%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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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公司董事会八届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公

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通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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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716,404,345.5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08,415,299.12 

应收账款 392,010,953.55 

其他应收款 5,794,971.22  

其他应收款 5,794,971.22  应收利息 0.00 

应收股利 0.00 

固定资产 560,049,970.50  
固定资产 560,049,970.50  

固定资产清理 0.00 

在建工程 94,581,989.06 
在建工程 94,581,989.06  

工程物资 0.00 

应付票据 347,070,5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63,299,000.18  

应付账款 616,228,500.18 

其他应付款 192,094,243.08  

其他应付款 195,985,676.91  应付利息 0.00 

应付股利 3,891,433.83  

管理费用 184,550,915.26 管理费用 107,835,619.11  

研发费用 76,715,296.15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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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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