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10-01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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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世杭 董  事 因公 谭旭光 

姚  宇 董  事 因公 谭旭光 

李新炎 董  事 因公 徐新玉 

刘会胜 董  事 因公 孙少军 

张小虞 独立董事 因公 顾林生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谭旭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达良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洪伟先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44,018,292,486.95 36,218,151,152.79 2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3,386,812,991.79 11,754,617,799.84 13.89%

股本（股） 833,045,683.00 833,045,6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6.07 14.11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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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5,173,412,696.73 6,165,982,561.53 14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9,267,808.26 361,272,953.42 3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8,291,823.26 710,380,262.17 -36.8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4 0.85 -3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4 0.43 35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4 0.43 35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8% 4.40% 8.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78% 4.23% 8.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15,877.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796,090.92

债务重组损益 470,669.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7,772.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77,565.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4,317,157.27

所得税影响额 -132,233.07

合计 12,423,041.03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89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1,837,0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6,152,67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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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16,83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053,73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

期证券投资基金 
4,686,189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 
原 因 

应收票据 11,284,070,402.97 8,032,144,322.26 40.49 主要是销量增加，回款多为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6,437,184,420.95 3,320,801,077.73 93.84 销量增加，未到信用期应收

账款增幅较大。 

投资性房地产 139,683,679.02 90,798,838.41 53.84 出租房产增加。 

短期借款 1,554,239,793.76 1,041,583,872.39 49.22 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预收款项 977,027,504.49 747,092,843.79 30.78 客户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342,720,178.31 922,435,367.99 45.56 收入增长使应交税金增加。 

应付利息 39,318,510.58 23,018,065.50 70.82 主要是中期票据利息增加。 

应付股利 86,271,915.17 42,621,678.80 102.41 子公司未支付分红。 

其他应付款 3,204,292,053.49 1,849,261,601.46 73.27 期末应付销售折扣、运费、

在建项目工程款增加。 

预计负债 686,143,450.31 481,368,045.71 42.54 销量增加，预计售后服务费

增加。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原 因 

营业收入 15,173,412,696.73 6,165,982,561.53 146.08 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11,363,836,593.44 4,953,903,595.42 129.39 销量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92,844,351.32 24,799,060.28 274.39 销量增加，收入增加。 

销售费用 730,617,024.35 284,567,312.31 156.75 销量增加。 

管理费用 500,910,015.41 270,773,057.12 84.99 主要为技术开发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04,917,367.26 136,313,242.64 50.33 应收款项余额增加，提取坏

账增加。 
所得税费用 336,231,187.99 76,481,295.95 339.63 收入增加，利润增加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619,267,808.26 361,272,953.42 348.21 收入增加，利润增加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 448,291,823.26 710,380,262.17 -36.89 收入增加，支付的各项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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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增加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1,506,300.99 56,746,889.36 924.74 主要为去年同期短期融资券

到期支付影响。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股东 

根据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8 个法人发

起人股东以及株洲国资出具的承诺函并受

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潍柴动力的

股份将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 
根据谭旭光等 24 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承诺

函并受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潍柴

动力的股份将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实质转

让，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 

以上承诺严格履行。 

股份限售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股东 

根据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8 个法人发

起人股东以及株洲国资出具的承诺函并受

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潍柴动力的

股份将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 
根据谭旭光等 24 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承诺

函并受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潍柴

动力的股份将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实质转

让，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 

以上承诺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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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约 256,000.00-317,000.00 122,203.00 增长 110-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约 3.08-3.80 1.47 增长 110-16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因市场需求量攀升,公司主营产品业绩较去年同期将有大幅提升。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0 年 01 月 1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01 月 2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财通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01 月 2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02 月 0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2010 年 02 月 2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东方证券组织的基金访问团

2010 年 03 月 0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德意志银行 

2010 年 03 月 1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麦格里证券 

2010 年 03 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2、行业未来发展走势； 
3、公司发展战略定位。 

 

3.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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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谭旭光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