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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14-01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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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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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A 股股票代码 000338 

H 股股票代码 23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立新 韩彬 

电话 0536-2297068 0536-8197069 

传真 0536-8197073 0536-8197073 

电子信箱 dailx@weichai.com hanb@weichai.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58,311,713,430.31 48,165,394,849.63 21.07% 60,019,265,10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0,791,384.62 2,990,996,934.91 19.38% 5,596,927,16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43,447,505.25 2,648,982,930.48 26.22% 5,369,895,13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68,410,761.93 2,756,168,590.08 109.29% 5,952,680,78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 1.5 19.33% 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8% 12.62% 0.96% 27.1%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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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78,521,808,732.21 66,320,362,850.69 18.4% 61,544,547,4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23,173,631.62 24,869,351,223.95 11.48% 22,903,443,260.09 

（二）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6,1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5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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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24.22% 484,235,914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83% 336,476,400 336,476,400   

潍坊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3.71% 74,156,352 74,156,352   

福建龙岩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6% 65,100,240 57,792,000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6% 63,168,000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

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6% 41,26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39,379,153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29,240,00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1% 20,095,545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 19,993,0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中，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049 股，通

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00 股，通过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 8,09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993,04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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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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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2013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国民经济继续呈现出整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纵观2013年全年，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实现56.88万亿元，同比增长7.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

三季度增长7.8%，四季度增长7.7%。 

报告期内，得益于宏观经济形势趋稳、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反弹以及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等因素，重卡行业实现复苏，全年

累计销量77.41万辆，同比增长21.7%。受国内重卡市场销量大幅增长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重卡用发动机28万台，同

比上升34.9%，配套市场份额达到36.2%，同比上升3.6个百分点，在行业内依然保持明显领先优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

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全年共销售重型卡车8.58万辆，同比上升6.6%，居国内重卡行业第五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

轮有限责任公司共销售变速箱56.57万台，同比上升25.2%，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 

2013年是工程机械行业企稳回升的一年，但仍未彻底走出底部徘徊状态。报告期内，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达43.65万亿元，

同比增长19.6%；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房地产开发投资8.6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增速

同比增长3.6个百分点。中国工程机械共销售70.5万台，同比增长3.9%。其中，5吨装载机销售11.1万台，同比增长7.4%。本

公司凭借产品优势，共销售配套5吨装载机发动机7.25万台，同比增长15.9%，在5吨装载机的市场占有率达65.33%，继续保

持这一领域的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国内客车市场稳中有增。受宏观经济温和复苏、城镇化建设提速以及轻客市场整体价位下移等因素影响，中

国客车市场共销售55.89万辆（含客车非完整车型），同比增长10.2%。虽然市场形势整体向好，但由于长途客运线路限批、

高铁动车分流等因素的存在，12米大型客运车销量大幅下滑，影响了公司10升柴油机的配套量。受此影响，公司全年共销售

客车用发动机2.1万台，同比降低6.3%，在大中型客车市场占有率为12.3%，同比降低0.9%。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市场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依靠创新引领行业进步潮流，继续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势头。2013年，公

司共销售10L、12L和13L发动机37.87万台，同比增长26.3%，重型发动机产品在重卡市场、5吨装载机市场的优势地位进一

步稳固。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知识产权的蓝擎WP5/7发动机销量突破万台，同比增长39.8%；再制造发动机全年销售1.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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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同比增加28.1%，稳居同行业前列；M26发动机国产化工作顺利完成，全年销售152台。企业产品组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凸

显，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走独具潍柴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坚持“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用改革创新凝聚力量、破解难题，

推动企业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WP10/WP12蓝擎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自主研发成功公交车用新能源混合动力

总成产品WN20、“S型变速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通用的商用车与工程机械模块化混合动力总成》完成课题任务并

进入验收阶段，国家商用汽车动力系统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科技部验收，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是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组织创新项目”落地实施，激发了员工工作积极性。“班产量、日工资”成功试点并顺利推行，

提高了工厂管理水平和产品生产效率。“精益落地年”主题活动扎实开展，精益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企业运行更加高效。 

三是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企业高速机生产和铸造业务逐步实现在高新产业园、寒亭和安丘产业园封闭运行，企业生产

布局更加集中，运行效率显著提高。 

四是企业国际化进程提速。企业推动凯傲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上市，与法拉利F1车队进行战略合作，并先后参加

印度国际宝马展、印尼产品展等，显著提升了潍柴动力国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5,831,171.34万元人民币，较2012年同期增长21.0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357,079.14万元人民币，较2012年同期提高19.38%。基本每股收益为1.79元人民币，较2012年同期提高19.33%。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展望2014年，机遇与挑战并存。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3.7%左右，发达国家将

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 

放眼国内，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

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全年GDP增长在7.5%左右；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明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将持续带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释放消费潜力，是公司面

临的重大战略机遇。同时企业发展也面临许多挑战，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与公司相关的行业发展态势，本公司持谨慎乐观的态度。2014年，重卡行业有望继续保持回升态势，主要得益于：

一是城镇化进程提速，城市基建、轨道交通、高铁建设等领域投资增加，将持续拉动重卡需求；二是黄标车治理力度加大以

及强制报废等政策落地，将进一步刺激重卡销量；三是重卡行业进入新一轮的报废更新期，以及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等利好因

素，将进一步推动重卡需求增长。 

工程机械行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决议的稳步落地，国内高铁、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以及市政建设等领域利好不断，为推动工程机械市场复苏提供了有利契机。铁道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铁路固定

资产计划投资6300亿元，将为工程机械行业带来发展动力。此外，工程机械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农机细分市场需求增加等因

素，也为拉动行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体而言，2014年，工程机械行业将继续保持温和复苏态势。 

2、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公司预计2014年销售收入约人民币641亿元，增长约10%左右。 

公司将进一步树立全球化发展思维，按照“战略统一、独立运营、资源共享”的原则，逐步理顺对海外公司的管理机制，

实现从跨国并购向跨国经营转变，统筹海内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化业务需要，加快本公司整车整机板块、动力总成板块、液压

控制板块及汽车零部件板块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国内外公司之间的品牌、技术、资源、管理等协同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

展质量，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 

3、公司未来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目前，全国性的国Ⅳ排放标准的具体实施时间虽尚未明确，但许多地方已正式开始实施。本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

大规模、高品质的产品制造，全球资源的协同优势以及稳固忠诚的客户群体，在国Ⅳ升级换代中占据先机，在大功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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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变速器、重卡整车市场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董事会对本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2014年，本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立足产品，打造“成本、技术、品质”三大核心竞争力，实现“人有我优”，

在此基础上，加速多元化市场战略布局和战略产品落地，提高市场服务水平，巩固行业领先地位；二是加大研发投入，进一

步加快新产品平台搭建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坚定不移推进降成本工作，重点从采购、

设计、工艺、制造等环节入手，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不断挖潜降成本空间，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四是推进管理变革与创新，

进一步理顺公司管控关系，优化制度流程，提高岗位管理能力，建立以战略为统领、以岗位任职资格为基础、以业绩为核心

的全员绩效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五是加快后市场业务模式落地，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完善售后服务电子配件

目录（SBOM）、搭建库存管理系统以及电子配件销售协同平台，成立配件分销中心等措施，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重型汽车板块将加快开发以M系列和天然气重卡为代表的、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新一代产品，创新市场营销模式，为后续

发展做足准备。变速器公司将重点做好产品轻量化、自动化和多档化工作，进一步推进S型变速器系列化研发，构建新一代

机械变速器平台。零部件板块将继续加大科研创新，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好零部件业务板块与发动机板块的协

同效应。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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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本集团于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3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采用若干修订后/新会计准则 

2014年1至3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修

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上述6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

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司作为境内外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6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

规定进行了处理。 

就本财务报表而言，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引起本公司相应会计政策变化的，已根据相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对于对

比较数据需要进行追溯调整的，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 

（二）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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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1、博杜安(潍坊)动力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1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100%。 

2、潍柴国际(香港)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经批准设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100%。 

3、法士特汽车传动(泰国)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之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设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

例为100%。 

4、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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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潍柴动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100%。 

6、潍柴动力(潍坊)装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100%。 

7、潍柴中东有限责任公司由本公司之子公司潍柴动力(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新设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

100%。 

8、潍柴(德国)房地产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之子公司潍柴动力(卢森堡)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新设立纳入合并范围，持股比例为

100%。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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