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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旭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邝焜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志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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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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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 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637,647,029.33 13,156,331,910.03 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4,956,335.34 813,370,664.89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38,517,774.13 805,050,578.59 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5,840,994.30 -1,266,158,954.56 1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41 29.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3.22% 0.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5,425,711,361.00 78,521,808,732.21 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798,797,597.01 27,723,173,631.62 3.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47,065.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678,373.61  

债务重组损益 2,049,583.3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99,959.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58,106.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53,178.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347,217.22  

合计 16,438,561.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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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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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24.22% 484,26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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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37,397,553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29,440,000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6% 17,243,712 17,243,712   

谭旭光 境内自然人 0.83% 16,512,000 16,512,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84,267,754 境外上市外资股 484,267,754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63,1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168,000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4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6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397,553 人民币普通股 37,397,553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29,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40,00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903,049 人民币普通股 11,903,049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1,501,022 人民币普通股 11,501,022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 CO 8,821,014 人民币普通股 8,821,014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757,885 人民币普通股 8,757,885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8,565,040 人民币普通股 8,5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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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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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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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00 股，合计持有 11,903,049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交易，截止

报告期末所涉股票数量为8,090,0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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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          51,077,466.30  - 主要为对凯傲行权完成，进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应收账款  9,399,790,220.22     4,440,534,339.82  111.68% 主要为配套客户一般按信用期还款，年末清结货款所致。 

预付账款    564,468,549.84       405,481,103.37  39.21% 主要为本期预付采购款增加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1,044,964,433.51       471,818,015.98  121.48% 主要为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增加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2,941,950.72       259,807,862.57  58.94% 

主要为对林德液压少数股东股权的买入期权有效行权窗

口达到一年以上，从交易性金融资产划分至其他非流动

资产影响。 

应交税费    882,759,167.91       552,024,065.76  59.91% 主要为本期应缴增值税增加影响。 

应付利息    194,610,037.82       132,089,773.25  47.33% 主要为银行借款利息增加影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原因 

管理费用  1,113,701,954.63       852,011,816.94  30.71%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长相应管理费用增加影响。 

财务费用      35,464,743.99        -11,662,551.51  404.09% 主要为本期利息支出增加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293,096,574.69       220,020,863.12  33.21% 
主要为本期收入增长，应收账款余额较同期增长较大，

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影响。 

投资收益    133,500,078.89         -2,822,582.91  4829.71% 主要为本期对凯傲投资收益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15,726,940.77      -113,927,509.04  113.80% 主要为汇率变动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96,435,422.85      -501,518,820.40  -278.14% 主要为本期收回投资减少、投资支付现金增加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3,639,023.26        40,488,744.64  1168.60% 主要为本期吸收投资增加、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减少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截止2014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6,679,013,084.79元。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股东 

根据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的承诺函并受该承诺函所规

限，其所持有的 33,647.64 万股

本公司股份自 2013 年 4 月 3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挂牌交易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该等股份，也不会由本公司

购回。 

2013 年 04 月 30 日 三年 以上承诺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元 

上市公司名称 投资成本 股份数量（股）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4,000,000.00 40,000,000.00 -- 6,400,000.00 

KION Group AG 7,580,844,081.29 32,933,700 129,269,378.27 -- 

注：鉴于截止本报告发布日，凯傲公司尚未披露其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因此本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对凯傲公司投资收益确认

时使用凯傲公司2013年第四季度实际业绩作为其2014年一季度净损益。在潍柴动力2014年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来自于凯

傲公司的投资收益占潍柴动力合并营业总收入的0.78%和合并净利润的11.18%。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2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

司组织的基金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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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2 月 2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旭光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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