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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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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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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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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683,114.72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78,260,919.71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735,972.30元，

扣除 2017 年度已分配的利润 18,437,750.00 元，2018 年度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393,770,312.13 元。鉴于公司现状及发展需要，故 2018 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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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柴动力 6002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明余 徐明余 

办公地址 安徽省全椒县吴敬梓路788号 安徽省全椒县吴敬梓路788

号 

电话 0550-5038369 0550-5038369 

电子信箱 qcxumy@163.com qcxumy@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发动机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形成了以车用、工程机械用、农业装备用、发

电机组用为主的动力配套体系，是目前国内主要的四缸柴油机研发与制造企业。公司的主要经营

模式为，研究、开发与掌握发动机核心技术，对缸体、缸盖等关键零部件自主生产，通过整机组

装、调试和检验，销售配套汽车、农业装备和工程机械等整机产品，在产品销售区域内提供技术

服务和维修服务，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东南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独立的发动机研发与制造企业，全柴发动机主要配套汽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涉及交通、工

业、农业等诸多国民经济领域，其发展的周期性与行业及宏观经济的运行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

国家排放法规的严格实施，目前发动机及整车行业处于调整发展阶段，行业竞争激烈。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602,324,018.30 3,739,680,865.45 -3.67 3,411,757,630.01 

营业收入 3,477,083,409.01 3,193,670,475.03 8.87 2,980,986,958.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683,114.72 61,481,784.88 -35.46 94,891,418.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815,838.36 16,446,583.29 -190.08 58,414,110.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37,540,171.84 1,916,138,460.82 1.12 1,876,800,108.4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81,883.38 -141,774,803.19 97.90 506,262,426.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7 -35.29 0.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7 -35.29 0.2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6 3.24 减少1.18个百分

点 

5.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2,427,807.89 904,696,293.58 758,573,263.39 851,386,04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75,382.50 13,094,636.25 -357,733.26 2,970,82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11,799.65 7,728,235.98 -11,460,264.09 -23,095,60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00,166.65 -59,394,236.69 -19,514,833.62 123,227,353.5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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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4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2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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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

司 

0 126,542,500 34.32 0 无   国家 

西藏东方凯铄投资有

限公司 

0 3,387,600 0.92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抱朴容

易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37,700 3,058,104 0.83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尤颖 -1,120,000 2,500,000 0.6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王正 -2,070,000 2,300,000 0.6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徐静娴 -279,079 1,815,200 0.49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余欢 1,758,300 1,758,300 0.4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陆文娟 0 1,740,000 0.4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抱朴容

易 7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35,859 1,490,807 0.40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笑丽 1,481,100 1,481,100 0.40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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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公司加大了产品促销力度，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报告期内，

多缸发动机实际销售 31.64 万台，同比下降 0.57%；实现营业收入 347,70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8.87%；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5.4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

—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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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

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

“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①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869,974,776.13  779,846,961.01  

应收账款 414,024,407.82  399,510,396.78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1,283,999,183.95  1,179,357,357.79 

应付票据 345,542,981.77  301,378,481.77  

应付账款 1,175,936,514.88  954,205,637.39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1,521,479,496.65  1,255,584,119.16 

应付利息 22,419.00    

其他应付款 30,218,231.62 30,240,650.62   

 



② 2017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06,547,420.66 98,502,668.50 169,170,924.89 72,931,587.12 

研发费用  108,044,752.16  96,239,337.77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武汉全柴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全柴 100.00  

2 武汉奥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奥炬  60.00 

3 武汉金宇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金宇宙  60.00 

4 武汉全信天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全信天诚  60.00 

5 武汉尚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尚跃  60.00 

6 安徽天利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天利动力 99.45 0.55 

7 安徽全柴天和机械有限公司 天和机械 87.76  

8 安徽全柴顺兴贸易有限公司 顺兴贸易 90.00  

9 安徽众顺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众顺贸易  50.00 

10 安徽全柴锦天机械有限公司 锦天机械 100.00  

11 安徽元隽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元隽氢能源 75.00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