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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0、200570                       证券简称：苏常柴 A、苏常柴B                    公告编号：2021-011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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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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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敏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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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柴 A、苏常柴 B 股票代码 000570、2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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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怀德中路 123 号  

传真 （86）519-86630954  

电话 （86）519-68683155  

电子信箱 cchjj@changch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属于制造行业，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柴油机、柴油机配件及铸件、汽油机、汽油机配件、旋耕

机、手扶拖拉机、模具、夹具的制造、销售。柴油机配套机组、汽油机配套机组的组装与销售。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包括：主要从事以“常柴牌”为商标的中小型单缸和多缸柴油机的生

产及销售。本公司所生产及销售的柴油机主要用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轻型商用车、农用设备、小型工

程机械、发电机组和船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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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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296,464,

711.24 

2,040,133,

717.30 

2,045,820,

801.10 
12.25% 

2,132,902,

718.60 

2,139,272,

5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432,443

.05 

24,934,586

.11 

24,966,526

.85 
110.01% 

62,021,374

.04 

62,409,528

.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483,147

.57 

14,376,783

.21 

14,405,485

.64 
76.90% 

-43,333,19

6.13 

-42,961,54

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1,796,65

4.53 

-20,542,85

7.52 

-20,325,18

9.56 
—— 

273,819,52

6.89 

274,514,94

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4 0.0444 0.0445 109.89% 0.1112 0.1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4 0.0444 0.0445 109.89% 0.1112 0.1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1.20% 1.21% 1.19% 2.84% 2.8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952,954,

464.45 

3,484,975,

990.48 

3,488,820,

324.60 
13.30% 

3,542,019,

195.75 

3,546,079,

6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73,349,

347.02 

2,109,239,

597.94 

2,110,892,

767.58 
7.70% 

2,043,308,

026.74 

2,044,929,

255.6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原未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的常州兴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详细情况参见《证券时报》、

《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董事会九届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3）、《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和《2017 至 2019 年度会计差错

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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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33,349.19 630,422,433.11 584,404,482.93 544,604,44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1,510,305.60 26,180,005.46 11,263,467.62 13,478,6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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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1,708.92 19,400,431.04 8,151,814.68 -3,340,80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241,295.96 -39,596,025.21 38,040,529.46 234,110,8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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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7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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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0.43% 170,845,2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8,233,132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57% 3,189,845    

陈建 境内自然人 0.49% 2,764,000    

黎穗南 境内自然人 0.28% 1,548,100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891    

曾黎 境内自然人 0.24% 1,360,000    

陈亨君 境内自然人 0.23% 1,281,000    

薛鸿 境内自然人 0.22% 1,240,000    

胡文勇 境内自然人 0.22% 1,230,0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陈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00,000 股公司股票。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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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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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国际贸易下挫，金融市场震荡，农机行业、内燃机行业在国家全面有效的防

控措施、地方积极的复工复产扶持政策、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规范实施农机购机补贴政策、新基建助

推工程机械市场快速增长等多方面利好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持续的深度调整中迎来了逆势增长形势。公

司紧跟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经济发展，在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布置落实和常

态化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正确把握战略发展方向，坚持做强主业、拓展领域、提质增效，从而取得了良好

的经营业绩，销量、利润等经济指标上升。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类柴油机、汽油机及机组75.95万台，其

中汽油机13.22万台，共实现销售收入2,296,464,711.2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25%。 

在产品研发和配套方面，完成了主要非道路国四多缸柴油机和多种超常规品种的开发、推进、配套工

作，为全年销量形成了有力支撑。192FA机型四个功率段和ZN390B机型两个功率段产品获得了欧五排放证

书。除了非农领域，产品在船用、机电、建筑等行业增量明显。公司持续优化产品，新品储备充分；全面

拓展配套资源，在对标领域取得明显增量。 

在市场服务方面，公司强化服务后市场业务，构建和完善后市场销售网络；优化市场服务资源和人员

结构，加大对服务中心和服务站服务过程的考核管理，市场服务能力和服务时效得到了提升，市场服务满

意度再创新高。CRM项目在公司内部融合上线应用，使客户管理更加规范，为促进全市场信息化夯实了基

础。 

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报告期内通过了ISO9001和IATF16949质量体系监督审核，通过了南京赛姆认证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4L88机型农机产品自愿性认证。公司进一步优化质量考核体系，有效提升产品可靠性。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加强精益化管理，促进企业实现提质增效；进一步深化内控制度建设，加强重

点项目监督力度，规范子公司管理成效明显。通过加快内外部资源的调动，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提升

了公司生产经营效率。 

报告期内，常柴机械已全面开工实施，土建施工总体进展顺利。4月中旬，公司启动了2020年度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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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项目，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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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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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机 2,112,251,290.73 313,033,825.90 14.82% 13.80% 5.94% -1.10% 

汽油机 132,735,777.75 24,465,587.09 18.43% -0.90% -3.1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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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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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九届二次

会议、监事会九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31,789,001.78 -31,789,001.78  

合同负债  29,652,202.74 29,652,202.74 

其他流动负债 1,177,712.38 2,136,799.04 3,314,511.42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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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 28,673,664.87 -28,673,664.87  

合同负债  26,661,229.33 26,661,229.33 

其他流动负债  2,012,435.54 2,012,4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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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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