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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ST 斯太                            公告编号：2020-061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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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亚会 A 审

字（2020）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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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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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威 张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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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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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传真 0519-8159 5601 0519-8159 5601 

电话 0519-8159 5631 0519-8159 5760 

电子信箱 stock@wxreet.com stock@wxree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柴油发动机及配件、增程器及配件的销售、发动机及增程器相关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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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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9,728,889.06 217,533,312.42 -95.53% 151,361,0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727,918.85 -1,308,397,400.67 -86.11% -168,942,51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049,885.29 -1,318,975,146.54 -89.00% -446,417,69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6,786.44 -302,651,391.44 -102.14% 349,491,48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1.70 -85.88%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1.70 -85.88%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4% -112.30% -62.48% -8.7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651,082,371.10 798,207,548.68 -18.43% 2,406,201,59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0,392,008.54 536,604,279.84 -36.57% 1,814,733,164.7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46,984.68 2,530,209.42 2,658,992.01 1,892,70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80,294.21 -16,983,719.05 -17,049,451.73 -131,614,45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71,952.34 -15,554,342.43 -15,811,887.93 -95,411,70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3,319.21 -856,915.71 -2,414,719.21 12,401,7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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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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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

托－锦宏一号

其他 11.61% 89,590,000 89,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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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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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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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80,000 

山东英达钢结

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27,975,960 27,810,360 冻结 27,975,96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66% 2,078,359 0   

谢爱林 境内自然人 0.52% 2,138,200 0   

蒋丽霞 境内自然人 0.42% 3,250,100 0   

乔金莉 境内自然人 0.36% 2,780,000 0   

周桂根 境内自然人 0.34% 2,61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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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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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陶文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78,359 股外，还通过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78,359 股；股东谢爱林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2,138,20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4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78,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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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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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将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公

司结合实际情况，重点以两缸发动机和增程器产品为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同时积极发挥公司技术设备方面的潜力，对外提

供相应的发动机台架测试等相关技术服务，继续推进柴油发动机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并且报告期内和泰豪军工成立合

资公司，相关军工业务后续将转入合资公司，借助泰豪军工市场资源，进一步发展发动机及增程器业务，公司主要产品未发

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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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拓新能源混合动力产品和控制系统，不断强化技术及品

牌优势，努力打造符合客户需求的高性能柴油机和新能源动力产品。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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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发动机 9,728,889.06 7,391,538.54 24.02% -95.53% -96.51% 7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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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斯太尔已进入破产程序，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而去年同期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亏损额为-3775

万元(不含商誉减值及开发支出费用化影响)。 

2.本年公司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公司前本年度费用支出较同期有所下降。 

3.去年同期放弃部分研发项目，相应的开发支出费用化约  40,499.20万元；对委托研发预付款项、委托理财、存货、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应收款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35625.99万元。本期计提资产减值7860万元。 

4.去年同期因奥地利斯太尔已进入破产程序，故对与该公司相关的账面商誉余额约9716万元和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14044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期没有此类会计业务处理发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因 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公司2019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一）项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公司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2020]36号）。《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为，公司2014-2016年连续三年净利润实际为负，根据公司披

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2017年及2018年净利润均为负，导致公司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将在公司披露相关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

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初步审核意见。公司及部分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拟实施的行政处罚将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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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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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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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盘活资产，拓展柴油发动机军品领域市场，增强企业盈利点，常州斯太尔以实物出资方式与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

司、自然人何佳鑫、刘丽娟、张付军共同投资合作成立长沙泰豪斯太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月9日签订了《出资

合作协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11,100万元，其中常州斯太尔以实物出资认缴出资5106万元人民币，占合资公

司总股本的46%。目前，合资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设

董事会，董事会成员5成员，其中3名由第一大股东委派，2名由第二大股东委派，董事会决议需经占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通过方为有效。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能够控制董事会，对被投资单位能够实施控制，所以本期将新设

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道清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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