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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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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东 董事 工作原因 于瑞群 

邹忠厚 董事 工作原因 宋进金 

马增荣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周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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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80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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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汽 股票代码 0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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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张欣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 

传真 0531-58067003 0531-58067003 

电话 0531-58067588 0531-5806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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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zhangfeng@sinotruk.com zx00095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属于汽车制造行业，主要从事重型载重汽车、专用汽车、重型专用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件的制造及销售业

务。报告期内，受车辆合规性要求趋严，车辆新购增多，大型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国内消费升级，物流业蓬勃发展等多重因

素影响,国内重卡市场继续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市场需求总量保持在高位运行。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资料，全行业实现重

卡销售约114.79万辆，同比增长2.78%，销量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行业高位增长的机遇，坚持以市场和问题为导向，坚持以客户满意为宗旨，坚持把质量提升作为第

一要务，沉着应对、精心组织，发挥企业优势，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全年累计实现重卡销售141,848辆，同比增长5.28%；

实现销售收入403.78亿元，同比增长8.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05亿元，同比增长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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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0,377,879,404.00 37,310,404,647.78 37,310,404,647.78 8.22% 21,118,994,688.40 21,118,994,68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05,143,314.31 897,580,680.29 897,580,680.29 0.84% 418,178,912.71 418,178,91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7,854,986.56 757,309,954.13 757,309,954.13 2.71% 411,737,097.59 411,737,09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1,247,697.79 887,062,931.97 887,062,931.97 110.95% -308,434,884.38 -308,434,88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50 1.340 1.340 0.75% 0.620 0.6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50 1.340 1.340 0.75% 0.620 0.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98% 17.14% 17.14% -2.16% 8.88% 8.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2,056,532,059.48 27,029,540,548.70 27,029,540,548.70 -18.40% 20,316,735,793.45 20,316,735,79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072,498,403.87 5,634,810,266.23 5,634,810,266.23 7.77% 4,891,820,169.94 4,891,820,169.9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相关政策要求，按照程序变更如下会计政策：
 

1、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以及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 号），规范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和终止确认以及金融工具列报，要求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对于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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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规范收入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

息的披露，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3、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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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附件 2 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根据规定，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影响如下：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适当分类并重新合理确定其计量方法。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使得

公司需调整 2018 年期初股东权益，即 2018 年期初留存收益减少 2,678.24 万元，期初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2,193.57 万元，期初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109.25 万元。
 

2、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本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影

响，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8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    
 

3、执行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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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涉及相关报表项目的汇总或

分列列报，对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以及核算结果无影响。
 

上述事项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和 8 月 31 日发出《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内容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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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6,952,493.85 13,304,514,322.44 8,678,477,816.23 9,157,934,77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596,768.13 290,114,458.83 248,359,328.75 173,072,75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491,498.37 273,952,992.19 242,629,204.01 75,781,29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031,419.51 1,544,397,342.00 441,335,620.77 -277,516,6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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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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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78% 427,988,1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 16,821,92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 1103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 15,999,99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0% 11,37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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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

汇添富基金混合型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9,000,282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77% 5,155,00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4,749,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4,253,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3,937,17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3,269,7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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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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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18年，国际国内都充满了较多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

美经贸摩擦给全球经济增长、市场稳定带来了较大影响。国内经济面临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

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整体呈现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但在种种变化面前，中国经济这

艘大船依然在高基数上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各项改革措施也一一落实到位。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90

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公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达到71202.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6%。 

报告期内，受车辆合规性要求趋严，车辆新购增多，大型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国内消费升级，物流业蓬勃发展等多重因

素影响,国内重卡市场继续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市场需求总量保持在高位运行。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资料，全行业实现重

卡销售约114.79万辆，同比增长2.78%，销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8年公司抓住行业高位增长的机遇，坚持以市场和问题为导向，坚持以客户满意为宗旨，坚持把质量提升作为第一要

务，沉着应对、精心组织，发挥企业优势，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全年累计实现重卡销售141,848辆，同比增长5.28%；实

现销售收入403.78亿元，同比增长8.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05亿元，同比增长0.8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营销能力提升显著，产品结构日趋优化。工程车辆继续保持行业优势地位；搅拌车

市场牢牢占据行业首位；天然气重卡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通过开展牵引车品牌提升计划，牵引车产品

布局完善，品牌提升明显。载货车及专用车也均实现较大突破。公司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国内重卡行业出口首位。公司整车技

术水平再上新台阶，产品质量取得新突破。公司坚持以顾客满意为宗旨，深入实施精品车型工程，加强制造过程的质量控制

及技术支持与服务，确保整车技术水平及可靠性稳步提升。2018年9月，公司的展车成功参展德国汉诺威车展，受到市场专

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产品向高端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公司降本增效取得显著成果。公司深化全面预算管理，通过开展

专项成本分析，深挖公司降本增效潜能，同时通过经营机制变革引导全员主动参与成本控制，有效降低资金占用成本，降本

增效取得显著成果，企业经营质量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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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车销售 37,379,460,457.12 3,167,842,355.91 8.47% 8.65% 10.1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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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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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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公司对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适当分类并重新合理确定其计量方法。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使得公司需调整

2018年期初股东权益，即2018年期初留存收益减少2,678.24万元，期初其他综合收益增加2,193.57万元，期初少数股东权益增

加109.25万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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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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