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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9-02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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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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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利安达审字[2019] 

第 2321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进行详细说明，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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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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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太尔 股票代码 00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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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振 宋慧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武进创新产业园 2 号楼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武进创新产业园 2 号楼 

传真 0519-8159 5779 0519-8159 5779 

电话 0519-8159 5631 0519-8159 5670 

电子信箱 000760@sterdl.com 000760@sterd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过多年技术研发和产品定制化生产，公司拥有多缸柴油发动机以及与APU、增程器电机相匹配的中轻型、高压泵喷嘴系列

柴油机产品，覆盖了军用、民用两个市场，主要应用领域包括：船用、车用（SUV、MPV、轻型商用车及皮卡、军用车辆）、

新能源动力（柴电混动，主要应用于车用、船用、发电机组）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性趋紧、资金压力较大，国内发动机业务板块整体进展缓慢；国外发动机业务板块，奥地利斯太尔存在

破产、清算风险，子公司未来或丧失其控制权，公司主营业务将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将重点以无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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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平台，继续推进柴油发动机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及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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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33,312.42 151,361,076.93 43.72% 356,406,74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8,397,400.67 -168,942,519.78 -674.46% 46,053,1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8,975,146.54 -446,417,699.00 -195.46% 13,841,381.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651,391.44 -349,491,480.11 68.04% 46,128,79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 -0.21 -709.52%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 -0.21 -709.52%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30% -8.79% -1,177.25% 2.6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798,207,548.68 2,406,201,591.63 -66.83% 2,993,028,6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6,604,279.84 1,814,733,164.76 -70.43% 2,011,818,3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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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81,450.79 48,881,985.94 60,992,167.52 35,277,70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51,024.61 -113,116,525.27 -196,411,953.35 -967,517,8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42,196.78 -111,906,046.94 -205,366,944.91 -964,859,95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14,317.15 -241,038,242.07 32,964,570.76 -28,063,4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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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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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英达钢结 境内非国有 15.23% 117,565,960 117,400,360 冻结 117,56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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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限公司 法人 

长沙泽洺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51% 73,375,260 0 质押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88% 60,790,260 0 质押 60,789,400 

宁波理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2% 49,580,000 0 质押 43,380,000 

宁波贝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 28,458,323 0 质押 28,45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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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23,301,634 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37% 2,878,359 0   

余幼敏 境内自然人 0.33% 2,550,100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30% 2,353,300 0   

张韬 境内自然人 0.26% 2,023,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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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贝

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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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司战略投资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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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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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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持续加大环境保护和推广清洁能源，发动机产业运行正经历转型升级考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严重不达预期，

受诉讼事项影响，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整体呈现流动性趋紧、资金紧张等局面。因资金短缺，奥地利斯太尔存在破产、清

算风险，公司主营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可持续经营风险不断加大。面对外部环境的日益严峻及内部不确定性风险的加大，公

司在董事会领导下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局面，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同时进行资源优化整合，

加强成本费用管控，努力实现开源节流，寻求债务问题解决方案，为企业可持续经营奠定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营业

收入21,753.3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3.7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839.74万元，同比下降674.46%，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1,897.85万元，同比下降1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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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 217,533,312.42 
-1,306,827,064.1

2 
2.72% 43.72% -1,131.00%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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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及成本变动：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奥地利斯太尔订单有所增加，故相应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一年

有所增加。 

2、净利润变动： 

1）公司基于总体发展考虑，被迫终止了部分未完成研发项目，并将未完成研发项目的开发支出在本报告期费用化，导致本

期研发费用增加约52000万元，存货减值新增约6900万元； 

2）报告期内，奥地利斯太尔因部分研发项目进展未达预期，经公司综合评估后，对相关项目开发支出在本报告期费用化，

导致本期研发费用增加约6900万元； 

3）报告期内，奥地利斯太尔因已进入破产拍卖阶段，故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对股份收购江苏投资及江苏投资收购奥地利斯

太尔商誉减值约9,716.56万元，对奥地利斯太尔长期股权投资及内部预付款和短期借款计提18306万元的减值准备 

4）1.3亿委托国通信托的理财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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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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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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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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Steyr Motors GmbH于2018年12月1日进入破产重组的法律程序，并由法院指定破产受托人接管，自此公司不再对Steyr 

Motors GmbH的财务与经营具有控制权，故自2018年12月1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晓振 

                                                         201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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