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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安动力 6001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江华 岳东超 

电话 （0451）86528172  86528173 （0451）86528172  86528173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电子信箱 DADL600178@263.NET.CN DADL600178@263.NET.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575,157,238.56 3,457,466,188.60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7,748,911.95 1,871,408,303.08 -0.2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0,999.01 165,315,866.08 -102.69 

营业收入 802,619,583.61 694,798,276.62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7,768.21 13,072,157.65 -1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97,925.92 10,797,001.51 -1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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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0.69 减少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1 0.0283 -132.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1 0.0283 -132.1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0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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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2 237,593,000 0 无 

  

申韬 境内自然人 0.64 2,954,400 0 无   

邱立平 境内自然人 0.33 1,526,035 0 无   

洪青 境内自然人 0.30 1,379,740 0 无   

陈燕玲 境内自然人 0.26 1,219,416 0 无   

姚冰洁 境内自然人 0.25 1,153,984 0 无   

高苏新 境内自然人 0.24 1,106,400 0 无   

王天朴 境内自然人 0.22 1,030,900 0 无   

徐江华 境内自然人 0.21 990,000 0 无   

滕铭浩 境内自然人 0.21 98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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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发动机 108638 台，同比增长 20.20%，其中商车配发 84972 台，占

比 78%。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0261.96 万元，同比增长 15.52%，实现净利润-419.78 万元，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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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为参股公司东安汽发净利润下降。上半年重点工作如下： 

1.以发展质量提升助推转型升级。 

2019 年上半年，以国六排放及油耗法规为契机，在聚焦商用车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乘用车

和新能源市场，上半年新立项 14 项，累计车发匹配项目 44项，开发新车厂 4 家,已配套车厂新车

型 12 项，新能源立项 1项。在中国源动力评选活动中，DAM16K 系列发动机获“中国源动力-市场

先锋”，DAM12TD 增程发动机获“中国源动力-高效先锋”等荣誉称号，品牌建设稳步推进；在目

前的多品种、小批量的市场竞争格局下，通过周密计划、统筹协调，确保每个客户的需求都得以

满足。 

2.以改革质量提升释放内生动力。 

优化人员质量，提升人均效率。2019 年上半年，实现劳动生产率 19.98 万元/人，好于预算

3.23 万元/人，同比增加 3.16 万元/人。各生产线人均效率按同比优化 6%的目标，制定用工计划，

单台人工成本按较上年优化 15%制定考核指标，将人均效率、单台人工成本指标纳入经营业绩考

核，形成指标硬约束。 

3.以创新质量提升为公司发展蓄力。 

加速产品创新。为适应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政策变化，公司全面开展增程器（P1-48V）及混动

驱动系统（P1/P3）的开发工作。2019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项目立项 58 个，其中 14 个新品开发

项目，44 个车厂适应性配发项目，研发投入 3343 万元，同比增长 39.29%，为产品创新提供资金

保证。 

加强技术体系创新。打造东安特色 DA-PDS 开发流程，通过自主创新，提出车厂适应性开发流

程，并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实施矩阵式项目管理，项目核心团队包含全公司各板块，协同开展

新产品开发。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为提升发动机产品的 NVH（噪声和振动）表现，提高客户满意度，由 AVL

公司为我司进行 DAM12TD 发动机 NVH 性能优化工作，已完成基础发动机的测试、CAE 分析和优化

措施方案制定等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优化效果验证。 

4.以管理质量提升促进指标改善。 

继续深入推进精益生产工作。完善精益改善管理，改善数量与降本金额双提升，上半年，降

本金额同比提升 110%；人均改善数 0.91 同比提升 146%。 

提升生产保证能力。国 6发动机实现多机型共线生产。改造 DA5 一期缸盖线，实现 DA5、M15K、

M16K 等系列缸盖共线生产，满足未来对三种机型的销售需求；改造 DA5 二期缸盖生产线，具备生

产 516K-02缸盖的能力；改造 DA5 一期缸体线，具备 515K缸体生产能力；改造缸体二期线，具备

M16K 生产能力；M12T 装配、试车线，小批量产。 

降本保供双管齐下。按照降本目标，以多轮谈价和 VAVE 项目推进为重点，通过指标分解、达

成路径的制定和实施。对供应商进行全盘摸底，识别出产能存在不足的供应商，通过专人赴供应

商处，与供应商一同优化生产流程，解除产能风险。 

QCA2.0 业绩持续稳定。继续深入推进落实 QCA2.0 条款，提升执行力，上半年开展了 QCA2.0

精益质量控制体系自评，符合率较 2018 年改善 2个百分点；同时大力推进质量改进项目，产品实

物质量稳步提升，2019 年 QCA 业绩持续稳定在 1100 分以上，得到顾客认可。 

5.以三大攻坚战质量提升防范化解风险。 

安全环保工作推进情况。2019 年上半年，东安动力公司未发生人身死亡及重伤生产安全事故、

重大燃爆事故和环境违法、违规事件，固体废物及危险废弃物收集、暂存及处置等管理法规符合

率 100%，安全环保指标均在受控范围内。公司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认证公司

的跟踪审核，并取得了 ISO14001&OHSAS18001 证书；全面启动 HSE 能力提升工作。累计检查发现

隐患 202 项，均按计划完成了整改；开展了安全环保“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组

织开展了有毒有害、特种作业人员年度体检工作，开展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工作，组织制定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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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应急演练计划。 

精准扶贫情况。召开党委会，专题学习了中央脱贫攻坚有关精神及文件、集团公司和中国长

安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制定了消费扶贫工作方案，将消费扶贫与工会“双关心”活动相结合，助

推贫困地区持续发展。 

6.以党建质量提升为公司保驾护航。 

发扬“长征精神”，打造奋斗者文化，培育狼性团队，凝聚起东安动力事业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生态行动”，着力提升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以思想建设为根基，落

实“春雨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落实“堡垒行动”，汇

聚改革发展强劲动力；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划定规则红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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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要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2）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后）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金额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金额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864,722,446.30  
应收账款   259,332,511.87  

应收票据   605,389,934.43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903,349,893.22  
应付账款   439,170,251.15  

应付票据   464,179,642.07  

该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做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

量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