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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7-03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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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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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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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琛 冯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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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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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从单缸、2缸、4缸、6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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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快艇、帆船、救援、缉私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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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牵引动力等领域）、航空等。 

2016年5月5日，公司研制的三款高性能柴油发动机（M11、M12CR、M14CR）首台样机均一次性点火成功，标志着公司符

合非道路柴油机第三阶段标准的单缸柴油发动机产品、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高压共轨系列柴油发动机正式落地中国。2016

年下半年，公司继续研制出若干款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高压共轨系列柴油发动机产品，并陆续取得了产品公告，逐步正式推

向市场。 

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目前所拥有的全系列柴油发动机产品，充分利用在发动机产品上的研发与制造能力，打造符合国内客

户需求的高性能柴油机产品，不断强化技术及品牌优势，将公司打造成国内领先的动力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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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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56,406,745.39 346,575,226.02 2.84% 740,732,00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53,129.22 -193,381,156.95 123.81% 9,846,9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41,381.74 -211,318,138.36 106.55% 6,656,41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28,797.87 -157,615,726.53 129.27% -77,149,12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5 123.36%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5 123.36%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12.52% 15.19% 0.6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2,993,028,618.26 1,948,774,045.52 53.59% 2,429,529,17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1,818,343.95 1,518,270,974.93 32.51% 1,595,164,2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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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5,076.86 41,025,562.51 33,208,675.41 242,077,43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16,221.14 -42,697,798.15 -25,611,738.41 149,378,88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006,726.17 -44,824,447.27 -50,733,037.21 146,405,59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43,646.44 -55,392,838.31 -20,419,542.95 136,884,8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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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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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73,37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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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31% 73,375,260  质押 73,3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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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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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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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55,7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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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2,939,421    

张韬 境内自然人 0.26% 2,02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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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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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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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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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度，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发严苛的排放政策，

贯彻落实“以市场为导向、以研发为突破口”的经营方针，紧紧围绕国家推进军民融合和鼓励新能源动力发展的契机，加大研

发创新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加速产能建设项目进程，逐步具备批量化生产能力；加快市场开拓步伐，与诸多优质客

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积极寻求并购整合机遇，推动产业升级整合；优化激励考核机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力争尽快实现

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35,640.6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605.31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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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类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49% 

发动机及配件 167,727,500.19 40,264,841.68 24.01% -19.69% -40.19% 26.04% 

发动机技术服务 188,679,245.20 188,477,188.11 99.89% 100.00% 100.00% 99.89% 

其他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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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15年度公司出售湖北车桥、荆州车桥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更，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取得2亿元发动机销售及技术服务

收入，以及柴油发动机板块降本增效工作的顺利开展，导致本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

发生较大变化，详细内容参见《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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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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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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晓疆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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