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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柴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600841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柴 B 股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900920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宏彬

张江

电话

(021)60652288

(021)60652207

传真

(021)65749845

(021)65749845

电子信箱

sdecdsh@sdec.com.cn

sdecdsh@sdec.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总资产

5,472,309,620.41

4,965,717,042.89

10.20

4,010,856,4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312,611,728.50

3,173,829,812.00

4.37

2,180,981,14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2,840,869.01

394,284,437.94

-58.70

473,599,269.06

2,980,858,886.92

3,029,962,800.96

-1.62

4,634,955,29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5,333,855.82

203,709,733.71

0.80

207,306,9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2,931,563.75

163,507,041.12

11.88

189,287,09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4

7.07

减少 0.73 个百分点

9.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4

-2.10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11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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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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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经营工作
2013 年，受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汽车行业增长趋
缓，工程机械行业则继续呈现整体下滑态势，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实现柴油机销售 65,858
台，同比增加 2.84％，受产品销售结构调整因素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81 亿元，同比
降低 1.62％。
面对严峻和复杂的形势，公司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提高创新强实力、提增应变
促发展、提升管控防风险"的工作主题，不断加强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努力提高治理水平，
面对工程机械和车用柴油机市场整体下滑的市场形势，公司积极应对，在调整中快速推进发
展，在发展中继续稳固调整，坚定不移地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坚持以销售为龙头，以管
理为驱动力，以文化为催化剂，着力夯实内部管理，一是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巩固拓展新老
市场；二是提升应用配套能力，满足市场客户需求；三是加快新厂产能建设，全力推进新品
项目；四是狠抓产品质量管理，保障新品上市质量；五是深入实施精益生产，扎实推进降本
增效；六是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完善考核分配体系，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面
对市场下滑的不利环境，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2013 年，在市场下滑的不利环境下，公司加大了材料降本工作、加强了对于预算费用
的管控，投资子公司收益同比增加，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533.39 万元，比
上年增长 0.80％。
在技术进步方面，公司继续深入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加快新产品开发和现有产品优化升
级，打造全系列产品平台，快速推进产能建设，依托多品种、宽系列的完整产品链满足各类
市场动力需求。2013 年，公司 R 系列轻型车用国 4 柴油机开发和产业化项目荣获"2013 年
度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公司"东风"商标再次被上海市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认
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公司"上柴动力"牌 D 系列柴油发动机在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
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评选活动中荣获 2012 年度中
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公司"东风牌柴油机"在第八届全国用户委员会会议暨 2013 年全
国实施用户满意工程推进大会上被授予"用户满意产品"称号。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成
的"高效低排放二甲醚发动机研发"项目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在内控管理工作方面，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和年度内控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要求，公司在完成风险排查和评估及持续完善内控风险清单的基础上，从制度
流程评审、风险库关键控制活动的检查、信息系统用户权限审计、内控风险测评、重大事项
监督检查等六方面开展内控监督检查，通过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进行识别、分析，明确风
险应对措施，及时有效防范公司风险。2013 年在循序完善各项制度流程的同时，梳理完善
风险库风险清单，进一步强化了内控制度的执行，使内控管理整体工作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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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980,858,886.92

3,029,962,800.96

-1.62

营业成本

2,333,380,894.18

2,404,784,827.59

-2.97

销售费用

175,136,932.62

157,469,783.41

11.22

管理费用

308,560,267.42

328,266,597.59

-6.00

财务费用

-38,611,467.77

-37,667,397.5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40,869.01

394,284,437.94

-58.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472,054.49

-639,027,723.2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65,844.49

820,337,659.29

-112.47

115,896,868.22

133,701,398.55

-13.32

资产减值损失

21,630,816.18

-2,136,658.69

不适用

投资收益

28,813,596.01

9,280,392.85

210.48

营业外收入

26,509,493.89

48,314,516.88

-45.13

研发支出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生产经营较为平稳，受产品销售结
构变化的影响，本期销量有所增加而销售收入略有减少。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营业收入下降及材料降本的影响而使营业
成本相应减少。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产品质保及保养费用上升。
4）、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新产品陆续推出，研发投入较上年有所
减少。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利息收入增加。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的增加额同比
上升。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在建项目投资减少
及公司本年投资合营企业（菱重发动机）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另外本年偿还长期借款以及支付现金股利增加所致。
9）、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研发项目较上年有所减少。
1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对厦工股份计提了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1）、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联营企业（菱重增压器）进入高速
增长期，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12）、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收到及确认的政府补助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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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应收票据

1,504,477,216.74

27.49

932,626,267.69

18.78

61.32

应收账款

261,654,382.64

4.78

158,012,085.68

3.18

65.59

171,247.68

0.00

16,582,645.00

0.33

-98.97

24,930,130.00

0.46

38,512,872.50

0.78

-35.27

长期股权投资

213,287,406.87

3.90

55,531,119.93

1.12

284.09

应付票据

568,263,631.46

10.38

152,755,633.05

3.08

272.01

97,595,517.36

1.78

154,733,717.96

3.12

-36.93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其他应付款

1）、应收票据较年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本年收到票据比例增加及公司背书银行票据用于
支付货款的比例减少。
2）、应收账款较年初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第四季度客车发动机销量增加的影响，年末
处于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数减少主要是公司出售了所持有的厦工增发股份。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5）、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合营企业（菱重发动机）及对联
营企业（菱重增压器）进行了增资。
6）、应付票据较年初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了以开具银行票据的形式支付货款的
比例。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各建设项目的应付款项余额减少。
2、B 股回购工作
为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提升公司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 2013 年
2 月 22 日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
股份方案，截止 2013 年 11 月 21 日，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本
次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2,40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869,092,530 股)的比例为 0.2765%，公
司回购最高价为 0.748 美元/股,最低价为 0.680 美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76.21 万美元(含佣金
等)，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公司股本从 869,092,530 股减少至
866,689,830 股，其中 B 股总股份数从 347,200,000 股减少至 344,797,300 股。
3、2012 年度现金分红工作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因公司 B 股回购事项已通过有关审批，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
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
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该
日公司已回购并过户至 B 股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1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该方案已于 2013 年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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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3 年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稳中有进，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7%。2014
年，有利方面，宏观经济政策总基调仍是稳中求进，预计国民经济将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但另一方面，公司
面临的市场环境仍十分严峻，国内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仍将持续
进行，市场竞争方面，国内发动机行业竞争持续日趋激烈，市场竞争压力仍然较大。
2014 年，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将继续扎实做好市场开拓、新产品开发、提升产
品质量、推进精益生产、努力降本增效等各项工作，争取全年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
2、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创造需求、以用户为中心满足需求、以员工为根本服务
需求"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工程机械用柴油机和车用柴油机同步发展的发展战略，通过产品
发展和流程再造，稳步推进公司发展。
3、经营计划
2014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围绕"思想建设
增动力、经济建设创活力、制度建设强定力"的工作主题，2014 年，公司一是要加大市场营
销力度，集中突破重点市场；二是要加强平台项目管理，提升配套研发能级；三是要加强内
部制度管理，持续梳理优化流程；四是要提高质量管控能力，打造产品质量口碑；五是要强
化对子公司管理，加快实现投资回报；六是要持续改善精益生产，加强过程控制能力；七是
要加强资金预算管控，稳步推进降本增效；八是要提升员工能力素质，完善考核分配体制，
力争全年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
2014 年度，公司计划全年实现柴油机销售 80,889 台，实现营业收入 33.22 亿元，营业
成本 27.64 亿元。
4、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保障公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今后发展所需资金
将通过自有资金和申请银行贷款等解决。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和周转情况合理统筹资金调度，加强资金的周转管理，
以确保及时安排各个项目的资金需求。
5、可能面对的风险
国内柴油发动机行业市场在未来几年将持续呈现竞争激烈的格局，公司面临的市场销售
压力将不断加大，经营规模偏小，人力资源、质量等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与公司战略发
展目标还有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强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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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肖国普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