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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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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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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奎 董事 因公出差 谭旭光 

徐新玉 董事 因公出差 孙少军 

袁宏明 董事 因公出差 张  泉 

严鉴铂 董事 因公出差 张  泉 

张  忠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王贡勇 

宁向东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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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7,933,873,8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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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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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A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A 股股票代码 000338 

H 股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H 股股票代码 2338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庆贵 王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电话 0536-2297068 0536-2297056 

电子信箱 haoqg@weichai.com  wangli01@weich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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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0,862,496,520.48 82,263,906,908.88 82,263,906,908.88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87,488,377.89 4,392,587,359.49 4,392,587,359.49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52,443,135.02 4,178,893,623.29 4,178,893,623.29 18.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6,445,987.68 8,484,325,579.80 8,513,426,756.80 -3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55 0.55 2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55 0.55 2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9% 11.77% 11.77% 0.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32,347,321,708.25 205,276,365,174.18 205,276,365,174.18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11,706,946.80 39,313,734,834.02 39,313,734,834.02 7.8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6 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文件

中明确了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公司对上期现金流量表比较数据进行了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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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4,7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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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 1,938,412,316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2% 1,406,100,000 1,345,905,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56% 361,525,646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4% 296,625,408 296,625,4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63,608,906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8% 125,265,20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08,492,800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64,697,460    

谭旭光 境内自然人 0.74% 58,842,596 44,131,9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理财产品等 0.58% 45,999,9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谭旭光先生为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

司未知以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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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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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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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深化改革开放，狠抓“六稳”工作落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人民币45.1万亿元，同比增长6.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总成持续发挥组合优势，取得显著增长，销售各类发动机39.4万台，同比增长10.7%；销售各类变

速箱58.2万台，同比增长11.3%；销售各类车桥45.8万根，同比增长26.5%。 

报告期内，重卡行业继续保持高景气度运行，累计实现销售65.6万辆，同比下滑2.3%。报告期内本公司共销售重卡用发

动机21.8万台，同比增长10.5%，市场占有率达33.2%，较去年同期提升3.9个百分点，继续在行业内保持领先优势；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上半年共销售重型卡车8.7万辆，同比增长3.1%，市场占有率13.2%，位居国内重卡企业第

一梯队，竞争能力持续增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上半年共销售变速器58.2万台，同比增长11.3%，

其中，重卡用变速器市场占有率80.5%左右，继续保持行业绝对领先地位。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KION Group AG上半年销

售收入43.6亿欧元，同比增长12.6%。 

非道路用发动机是公司“双百万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其中叉车为内燃叉车）销量继

续保持增长，累计销售41.8万台，同比增长4.6%，再创历史新高；本公司销售各类工程机械用发动机7.4万台，同比增长7.5%。

与此同时，本公司加速开拓农业装备及工业动力等其他非道路机械市场，2019年上半年，销售各类农业装备用发动机2.6万

台，同比增长21.4%；销售各类工业动力用发动机1.4万台，同比增长19.6%。 

报告期内，本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加快推进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战略产品销量增长明显，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2019

年上半年，本公司销售轻型发动机7.0万台，同比增长17.7%；销售WP9H/WP10H/10.5H发动机4.1万台，同比增长35.8%；销

售12L、13L发动机13.8万台，同比增长21.6%。同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加快推动产品迈向高端，积

极应对排放法规升级，在牵引车、搅拌车、天然气车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坚持科学发展、强化科技创新，机械变速器高端平台化开发实现突破性提升，AT、AMT智能化传动产品初步形成了自主核

心能力；同时，积极寻求新技术、新业态突破，新能源传动技术初步实现配套和产业化。本公司海外控股子公司、全球高端

叉车提供商凯傲集团，深度整合自动化和数字化，打造内部物流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了更具差异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本公司着眼市场需求变化及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强化市场开拓、加大创新投入、夯实管理基础，推动产品结

构优化和迈向高端，整体运营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继续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一是围绕发动机主业，打造全系列、全领域

高端产品竞争力。充分发挥传统平台与高端平台的产品组合优势，在新一轮排放升级中牢牢占据领先优势；开展“大干一季

度•实现开门红”动员大会、“冲刺百万台”销售动员大会等系列攻坚活动，高效配置资源、深耕细分市场，发展增速继续领

跑行业。二是坚持创新引领，构建全球开放、协同研发体系。持续高强度、高标准加大研发投入；整合全球资源，在美国芝

加哥、硅谷、底特律，德国亚琛，日本东京建立前沿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三是加快新业态、新能源、

新科技布局，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立足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布局，推进大缸径高速高端发动机、燃料电池发动机、

林德液压等项目建设；在全球战略布局大数据、智能驾驶、车联网等未来新科技，集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率先在潍

坊等地批量投放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与国能集团合作开发的200吨级氢能矿卡项目有序推进。四是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

客户满意度。以客户满意为价值导向，以精准考核为抓手，建立科学有效的PPM质量管控体系，打造营销、研发、制造、采

购等全价值链的责任追溯和精准考核机制，有效传递客户声音，持续优化改进，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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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908.62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1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

民币52.87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20.4%。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0.67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21.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以财会【2018】35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租赁》，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6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以下简称

“财会6 号文件”），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财会6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新增了“应收款项融资”和“专项储备”项目，明确或修订了 “其他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

他应付款”、“递延收益”、“其他权益工具”、“研发费用”、“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列报内容，同时规定了对贷款承诺、财务担保合同等项目计提的损失准

备的列报要求，在“投资收益”项目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调整了利润表部分项目的列

报位置，明确了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的填列项目。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对上期比较数据进行了重述，该会计

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8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实施。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

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不一致时的

会计处理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于2019年1

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无需进行追溯调整。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实施未对本集团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9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自2019年6月17日起实施。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简化了债务重组的披露要求。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新

债务重组准则进行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未对本集团本期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参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五、32（1）（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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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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