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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1                               证券简称：中国重汽                            公告编号：2022-09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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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成龙 董事 工作原因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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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869,3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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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zhangfeng@sinotruk.com zhangxinkc@sinotru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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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中国重汽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证监会公告【2012】31号），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主要从事重型载重汽车、重型专用车底盘、车桥等汽

车配件的制造及销售业务。公司是有我国重型汽车工业摇篮之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重型车整车生产销售龙

头企业。目前拥有“黄河”、“豪沃（HOWO）”等品牌及系列车型，是我国卡车行业驱动形式及吨位覆盖较全的重型汽车生产

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重型卡车制造基地之一。2022年3月，中国重汽上榜首批“好品山东”高端装备名单，为山东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再添动力。 

公司产品属于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主要用于物流运输、工程建设以及城市清洁、消防等领域。经过多年的

技术沉淀及市场开拓，中国重汽在行业内取得了较明显的技术和市场领先优势。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出口世界11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连续十多年位居国内重卡行业出口首位。 

重卡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商用车行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支撑，商用车整体外部经济

环境持续向好。2021年上半年，受国六排放升级、治超治限持续推动等政策法规影响，需求不断增长，重卡行业规模达到了

约104.5万辆的历史高峰，但也提前释放了部分市场需求；下半年，受上半年的国五车辆提前预挂、油气价格高涨、双限双

控政策等因素影响，重卡市场终端需求表现低迷。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资料，全年实现重卡销售约139.5万辆，同比

下降13.8%，呈现“前高后低”走势，重卡市场仍保持近年来较高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从重卡行业历年的销量表现来看，其呈现出典型的波浪式前进以及螺旋式上升，同时其保有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从当

前时期来看，经过连续五年的市场高峰之后，国内重卡市场迎来调整期。 

从重卡行业目前的发展来看，其成熟度高、竞争较为激烈。业内各企业积极布局产业链上下游、加强技术研发实力、开

拓新型商业模式，使得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强者恒强的态势。在行业需求及供给端的推动下，重卡产品升

级趋势明显，促使重卡步入更新换代阶段，带动市场规模边际增长。同时，随着3060双碳政策的不断推进，将使得新能源与

智能网联汽车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标志性、引领性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总体市占率以及各细分市场市占率均得到稳步提升，继续位于行业领先地位。

全年累计生产整车152,164辆，同比下降15.52%；销售整车202,172辆，同比减少1.91%。实现销售收入560.99亿元，同比下降

6.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38亿元，同比下降44.79%。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未发生变化。公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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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产能为年产16万辆，同时由于重卡多为柔性生产线，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结合生产组织的调节，年度产量有所波动。2020

年，公司为进一步提升生产线信息化、柔性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满足公司在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生产

需求，在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规划迁建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该项目系对现有产能进行的搬迁和优化升级。在现有

的行业发展趋势、市场规模以及公司产能利用率的情况下，本项目可提升生产线产品质量保证能力，使公司产品在安全性、

经济性和舒适性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且不会对公司当期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目前该项目涉及的总装线、底盘

面漆线、驾驶室焊装线和冲压线等产线已相继进入通线验证阶段并在逐步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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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5,477,788,862.22 37,116,660,046.84 -4.42% 24,003,440,23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911,994,094.25 8,390,231,168.70 65.81% 6,989,193,249.3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6,099,174,003.11 59,937,578,778.83 -6.40% 39,842,820,0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7,901,782.76 1,879,787,232.51 -44.79% 1,223,385,74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0,566,324.07 1,811,432,926.90 -46.42% 1,154,458,96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2,876,160.28 4,153,479,025.09 -50.33% 2,603,680,46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 1.87 -51.87%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1.87 -51.87%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0% 24.68% -17.18% 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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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8,492,448.08 19,327,061,637.55 8,931,505,870.61 7,162,114,0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053,910.17 409,033,140.32 138,566,205.68 -112,751,47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2,409,340.37 379,298,280.09 126,139,665.54 -117,280,96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661,833.12 2,303,841,733.09 494,524,032.84 9,172,2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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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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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4,4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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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00% 599,183,37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58% 18,587,1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睿玺三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8% 15,060,907    

上海山财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0% 14,084,5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8% 13,861,07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9% 12,786,962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山东

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君资管山东铁投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0% 9,389,67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8,110,180    

李霞 
境内自然

人 
0.69% 8,090,00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5% 7,690,0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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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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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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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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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0年进行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68,111,600股新股。该事项分别经

2020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10月12日召开的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2020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338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8,111,600股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68,111,600股，发行

价格为29.82元/股，已于2021年3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671,080,800股变为839,192,400股。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已于2021年9月16日上市流通。 

2、半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9月14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按2021年6月30日的总股本839,192,4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335,676,960股。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发布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暨转增股本实施公告》，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9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9月29日，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1,174,869,360股。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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