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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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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柴股份 600841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柴B股 90092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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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52288 (021)60652207 

传真 (021)65749845 (021)6574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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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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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8,738,948.23 5,369,956,248.73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59,147,146.40 3,426,413,189.59 0.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019,422.84 -19,216,340.5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159,101,415.31 1,599,585,990.59 -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77,928.17 92,193,713.77 -3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257,660.68 90,162,482.38 -4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2.75 减少0.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1 -34.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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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23,680,000 0 未知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其他 1.07 9,299,206 0 未知  

刘志强 其他 0.89 7,683,350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其他 0.44 3,821,291 0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4 2,927,803 0 未知  

THE LIBRA GREATER CHINA 

FUND LTD 
其他 0.32 2,768,910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其他 0.31 2,657,860 0 未知  

东志刚 其他 0.31 2,650,000 0 未知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其他 0.26 2,21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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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经营工作 

2015 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增速持续放缓，工程机械行业仍呈现整体下滑态势，相关行业产能

过剩矛盾突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实现柴油机销售 28,657 台，同比减少

19.91%，实现营业收入 11.59 亿元，同比降低 27.54%。 

面对低迷的工程机械行业市场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市场，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长远，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应对挑战的危

机感、增强创新驱动的紧迫感、增强加快发展的使命感，紧紧围绕创新主题，继续加大市场营销

力度，集中突破重点市场；持续优化新老产品，提升技术研发能级；提高质量管控能力，持续改

善精益生产；加强资金预算管控，保障业务平稳运营，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上半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77.79 万元，受柴油机销量同比减少因素影响，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4.08%。 

在技术进步方面，2015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入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加快新产品开发和现有

产品优化升级。公司轻型柴油机质量攻关项目获得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振兴攻关成果二等奖，公

司的“上柴动力、东风”的 4H、7H、8D、9D 系列柴油机获得由农业部颁发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

证书。 

在内控管理工作方面，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定期开展内控风

险排查和内控监督检查，并积极根据风险点情况完善各项制度流程和内控体系的建设，实行技术

内控和制度内控并重，扎实做好内控建设。公司将不断完善方法，更新工具，拓展视野，搭建平

台，运用科学和高效的内控思路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力争把企业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结合上半年工作，2015 年下半年，公司将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求发展,继续加大

力度重点做好市场销售、产品质量和降本增效等各项工作。 

2、2014 年度现金分红工作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 2014 年末总股本 866,689,83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2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该方案至本报告披露日已实施完成。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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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年度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蓝青松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