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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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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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能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国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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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总股本 276,100,5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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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潍柴重机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8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彬

刘翠霞

办公地址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 17 号

电话

0536-2098008

0536-2098017

电子信箱

hanb@weichaihm.com

liucuix@weichaih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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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37,537,867.38

878,509,788.55

6.72%

22,118,403.20

15,518,987.36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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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42,576.18

8,728,122.66

86.09%

213,482,287.67

79,354,681.03

16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

0.056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

0.056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1.20%

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33,901,283.09 3,136,895,007.79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7,155,303.29 1,304,865,122.6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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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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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
数量
数量
态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4,465,500

84,465,500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6%

56,500,000

56,500,000 质押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

10,547,394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1.06%

2,928,502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炎神州
牧基金

其他

0.76%

2,107,136

上海中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利上财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1,943,5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双债丰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1,581,9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改革红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190,077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路十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0.40%

1,115,800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路一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其他

0.33%

913,960

28,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吴海燕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334,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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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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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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行业低迷态势延续，公司积极面对宏观及行业的不确定因素，深化产品结构调整，推进产品质量提升，降低
公司运营风险，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753.79万元，同比增长6.7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11.84万元，同比增长42.52%。
报告期内，重点完成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积极调整市场布局，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竞争，调整产品布局，以WHM6160为
代表的战略产品市场开拓效果明显；同时，公司发电机组销售同比大幅增长，船电机组在渔船、内河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陆电机组在通用市场大幅攀升。
（2）全面推进技术创新，加快产品转型升级。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加大传统产品价值挖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
另一方面，公司对标产业前沿科技，稳步推进新品开发项目。
（3）细化内部管理，助推公司平稳运行。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全员绩效管理体系，促进公司战略及各项经营管
理目标实现，有效防范了经营风险。 同时，公司不断提升质量管控水平，顺利通过ISO9001：2015版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
产品可靠性和一致性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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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备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第 15 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
则规定：与资产相关的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其经济实质计入其他收益。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增的政府补助。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准则。未来发生的
政府补助将按照新准则的衔接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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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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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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