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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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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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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柴股份 600841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柴B股 9009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宏彬 张江 

电话 (021)60652207 (021)6065220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号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号 

电子信箱 sdecdsh@sdec.com.cn sdecdsh@sdec.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28,194,510.51 9,180,511,001.03 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1,554,583.24 3,982,036,457.58 3.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43,736,081.86 2,714,031,799.58 4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575,219.17 110,828,450.47 7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830,432.99 94,293,789.91 8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36,214.97 -33,824,857.7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2.87 增加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1 0.128 7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5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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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05 416,452,530 0 无 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50 12,987,600 0 冻结 11,739,102 

刘志强 其他 0.94 8,134,634 0 未知  

钱惠忠 其他 0.26 2,253,931 0 未知  

施阿迷 其他 0.26 2,249,383 0 未知  

殷婷婷 其他 0.25 2,171,000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其他 0.22 1,940,689 0 未知  

赵洁 其他 0.21 1,816,700 0 未知  

ISHARES PUBLIC LIMITED 

COMPANY 
其他 0.21 1,787,545 0 未知  

王博渊 其他 0.19 1,643,18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9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2021 年上半年经营工作 

公司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等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抓住国内商用车、工程机械等行业销售增长的市场机遇，通过管理

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生产经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企业运营效率与运营质量不断提高，各

项经营指标取得较大增长，产销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柴油机销售 110,797 台，同比增长

69.43%；实现营业收入 39.44 亿元，同比增长 45.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158

万元，同比增长 72.86%。 

在技术进步方面，2021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新四化”（平台化、标准化、新能源化、

智能网联化）的技术发展战略,深入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技术升级，产品开发持续迭代，新一代发

动机产品全线搭载 Smart Engine（智能发动机技术）实现发动机的实时动态监测和远程控制，以

“四智项目”（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为抓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大制造体系建设、物流、供应管理改善深入推进，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新取得专利 9 项，其中发明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 

在内控管理工作方面，2021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和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内控手册》，

对制度流程、风险控制措施、风险点进行评审补充，实现制度设计/控制措施描述/风险点描述“三



匹配”，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费用和采购等制度和流程进行管控，使内控逐步向“法治”管理和

科学管理迈进。 

2021 年下半年，在经营工作方面，公司将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坚持“主动求变、创新

发展”战略，围绕“平台化、标准化、智能网联化、新能源化”，继续做好柴油机的生产和销售工

作，一是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强营销渠道建设，大力扩展增量市场，通过加强与配套客户

的产品技术深度融合，努力扩大市场份额；二是继续加大车用国六、非道路国四产品的技术升级

创新，确保新产品开发进度，深入推进智能发动机业务，持续推进智能制造体系和智能工厂建设，

加强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业务建设，加快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提升运

行效率，提高公司产品的技术竞争力；三是加强供应链及降本增效等精益管理工作，优化创新供

应链建设，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全面加强供应链质量保证、过程质量保证、售后质量保证，全方

位保证产能需求，努力实现规模效益；四是以混动、纯电、燃料电池、电驱桥等产业为新能源业

务重点方向，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升级，努力培育公司新的战略协同业务和利润增长点，通过提升

公司产品力、质量力、服务力、文化力，稳中求进，力争超额完成全年的各项主要经营指标。 

2021 年下半年，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方面，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积极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实施工作。 

2、2020 年度现金分红工作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 2020 年末总股本 866,689,83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3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实施情况 

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以及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其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指公司拟向上汽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依投”）50%股权以及上汽

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依红”）56.96%股权、向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10%股权和上依红 34%股权、向上依投支

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上依红 9.04%股权。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实施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实现“重型卡车+柴油发动机”两大产业板块一体化发展的

新格局，重型卡车业务将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全资控股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为平台，打造成为商用车重卡领域的头部企业，柴油发动机业务将延续国内领先的多领域独立供

应商的定位，为国内外商用车、工程机械、农机、中小型船舶和发电机组客户提供技术领先的产

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有利

于将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提高整体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股

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蓝青松 

                                                   2021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