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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鑫 工作原因 陈笠宝 

董事 刘海波 工作原因 李学军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9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10,578,436.65元，未分配利润 309,059,978.78元，考虑公司 2020

年资金需求，本次董事会决定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安动力 6001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江华 岳东超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电话 （0451）86528172  86528173 （0451）86528172  86528173 

电子信箱 DADL600178@263.NET.CN DADL600178@263.NET.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汽车发动机及其他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其相关服务。 

（1）汽车发动机 

汽车发动机业务主要是为汽车整车生产厂家提供发动机，配合车厂进行车型开发、匹配、试

验、生产及相关的售后工作。 

汽车发动机配套车型主要是轻卡、微卡和新能源车等，公司主要配套车厂有长安汽车、福田

汽车、保定长客、理想汽车等，并批量出口意大利和巴基斯坦。 

（2）汽车变速箱 

汽车变速箱业务主要是为本企业发动机匹配变速箱一同提供车厂，同时向其他车厂单独提供



变速箱产品。 

（3）其他零部件 

其他零部件主要是为其他发动机生产厂家提供缸体、缸盖等铸件。配套厂家主要是东安汽发、

航天三菱等。 

（4）整车销售 

整车销售，为福田时代微型货车和乘用车的哈尔滨一级代理。 

公司发动机、变速器主要针对整车厂等大型客户进行销售；其他零部件主要针对整车企业、

发动机企业及配件销售公司进行销售；整车主要向二级网络销售。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2019 年，全国汽车用汽油发动机共生产 1921 万台，同比下降 9.80%；销售 1962 万台，同比

下降 9.35%，降幅高于汽车行业降幅。  

2019 年，在国六排放法规实施后,公司凭借产品的先发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全年销售国六发动

机 10.85 万台，销量占比 43.96%；全年销售发动机 24.68 万台，同比增加 46.07%，在六家独立汽

油发动机企业（东安动力、五菱柳机、东安汽发、渝安淮海、沈阳三菱、新晨动力）排名由第四

位上升到第二位；在汽油发动机行业市场占有率 1.29%，同比增加 0.49 个百分点。 

主要产品 

 

 

 

DAM15KL 自然吸气发动机                    DAM12TDE 增程器  

配套产品 

 

长安神骐                                 福田祥菱                                 理想 ONE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65,398,291.71 3,457,466,188.60 14.69 3,813,642,412.24 

营业收入 1,939,226,217.50 1,293,010,074.58 49.98 1,811,500,22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78,436.65 5,569,682.99 89.93 42,732,29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15,377.62 -77,639,542.07 -  26,645,20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3,022,689.18 1,871,408,303.08 0.62 1,876,454,66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11,613.31 213,289,186.61 -88.32 62,172,25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121 89.26 0.09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121 89.26 0.0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4 0.30 
增加0.26个

百分点 
2.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07,454,405.80 395,165,177.81 464,969,972.14 671,636,66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4,129.47 -293,638.74 12,288,794.35 2,487,4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40,629.51 -6,157,296.41 1,053,682.14 -7,271,13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6,411.41 5,215,412.4 3,926,974.57 25,435,637.7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7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9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0 237,593,000 51.42 0 无   国有法人 

申韬 2,957,300 2,957,300 0.64 0 无   境内自然人 

邱立平 108,200 1,561,135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洪青 -61,260 1,379,740 0.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燕玲 1,221,516 1,221,516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高苏新 317,000 1,169,80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姚冰洁 44,400 1,153,984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泓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泓骐稳进 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1,000,000 0.22 0 无 

  

其他 

张福明 981,000 981,0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俊英 0 863,200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39 亿元，同比上升 49.98%，实现净利润 1057.84 万元，同

比增加 89.93%，主要原因是发动机销量增加。受乘用车销量下滑影响，参股公司东安汽发变速箱

销量下滑明显，全年亏损 2868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笠宝 

 

2020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