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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潍柴动力 股票代码 0003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立新 韩彬 

电话 0536-2297068 0536-8197069 

传真 0536-8197073 0536-8197073 

电子信箱 dailx@weichai.com hanb@weich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48,165,394,849.63 60,019,265,103.58 -19.75% 63,279,564,3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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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90,996,934.91 5,596,927,166.88 -46.56% 6,782,145,43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48,982,930.48 5,369,895,137.99 -50.67% 6,648,660,19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6,168,590.08 5,952,680,781.75 -53.7% 9,404,769,72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 2.80 -46.43% 3.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2.80 -46.43% 3.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2% 27.1% -14.48% 44.91%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66,320,362,850.69 61,544,547,420.24 7.76% 52,517,202,85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69,351,223.95 22,903,443,260.09 8.58% 18,514,918,995.08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58,4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5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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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485,760,000 0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83% 336,476,400 336,476,400  

潍坊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3.71% 74,156,352 74,156,352  

福建龙岩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6% 65,100,240 57,792,000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6% 63,168,000 63,168,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42,640,178 0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

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6% 41,280,000 30,960,000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27,840,000 27,840,00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 19,993,049 19,993,049 质押 19,100,00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2% 18,446,081 0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6% 17,243,712 17,243,7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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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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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201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国民

经济运行缓中企稳，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纵观全年，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实现51.9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八年来增速首次低于8%。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比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11.9个百分点。受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家投资增速下降影响，

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进入战略调整期，其中： 

    重卡市场降幅较大。报告期内，重卡市场销量延续2011年下滑态势，全年销售重型卡车63.6万辆，同比下降27.8%。报告

期内，公司共销售重卡用发动机20.75万台，同比下降34.8%，在14吨以上重卡市场配套占有率为32.6%，在行业内依然保持

明显优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凭借产品优势，全年共销售重型卡车8.05万辆，同比下降12.3%，低于

行业下滑速度，继续跑赢行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共销售变速器45.2万台，同比下滑35.5%，

继续保持行业内绝对领先地位。 

    客车市场稳中有增。报告期内，得益于城市交通发展等有利因素，中国客车市场共销售50.74万辆，同比增长4.0%。其中，

校车、燃气客车、新能源客车市场表现优异。面对良好的市场形势，公司全年销售客车用发动机2.25万台，同比增长20.4%，

其中销售大型客车用发动机2.16万台，同比增长35.8%，市场占有率为27.2%，同比提高5.6个百分点。 

    工程机械低位运行。报告期内，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6.48万亿元，增速较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

资12.49万亿元，增速回落0.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7.18万亿元，增速回落11.9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工程机械行业销量

大幅下滑。报告期内，国内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约销售68.13万台，同比下降21.1%；5吨装载机市场销量为10.33万台，同

比下降36.3%。报告期内，公司5吨装载机发动机销售6.26万台，同比下降50.9%。根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公司在载重5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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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装载机的市场占有率仍超过60%，继续保持这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坚持“转、调、创、改”，坚持走国际化道路，不断提升产品研发水平，持续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继续引领中国动力技术进步潮流。同时，公司多年来持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使本期内企业战略性产品市场

配套取得重大突破。自主研发的WP5、WP7发动机全年销售7452台，同比增长75.1%，已全面进入客车、中重卡配套领域；

博杜安发动机逐步实现国产化，开始在船舶和发电领域批量配套，企业产品组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推动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一是深入开展产品主题年活动，从产品规划、产品研发、

工艺优化、采购管理、质量改进、售后服务和精益生产七个方面对产品的性能、质量、服务进行了改进和提升。二是以降本

增效为主线，加强管理管控，消除各种浪费，较好应对了市场下滑的风险。三是以技术中心组织创新项目为契机，全面理顺

岗位，明确岗位价值，改革绩效管理制度，稳步推进组织创新，建立了全员激情干事、万马奔腾搞创新的管理机制。四是全

面开展领导干部和班组长集中培训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员价值观，关键人才素质不断提升。五是战略重组德国凯傲集团及

旗下林德液压，实现了产品经营与资本运营的“双轮驱动”，取得了“1+1>2”的协同效应，公司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4,816,539.48万元人民币，较2011年同比降低19.75%。股东应占净利润约为299,099.69

万元人民币，较2011年同比降低46.56%。每股基本盈利为1.50元人民币，较2011年同期降低46.43%。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展望2013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党的十八大描绘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指出未来十年我们仍处于大

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将明显拉动投资和消费，这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机遇。而放眼全球，

美国经济有望保持温和增长，欧洲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新兴国家市场复苏可以预期。总体而言，2013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都将好于2012年。 

    对于与公司相关的行业发展态势，本公司持谨慎乐观的态度。2013年，中国重卡市场供需关系将逐步改善，重卡销量将

出现反弹，主要原因:一是国内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需求快速反弹，推动工程类重卡需求回升；二是物流类重卡市场

运力过剩问题得到缓解，未来货运需求增长推动重卡报废更新和新车采购需求释放；三是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需求仍将

快速增长。 

    工程机械市场，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面向好，城镇化进程加速，基建、房地产投资反弹，交通、水利建设等项目不断开

展，为工程机械市场复苏提供了有利契机。铁道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计划投资6500亿元，其中基建

投资5200亿元，车辆购置及更新改造1300亿元，将为工程机械行业带来持久发展动力。 

    （二）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公司预计2013年销售收入约人民币553亿元，增长约15%左右。 

    公司将继续按照“战略统一、独立运营、资源共享”的原则，统筹考虑海内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化发展业务，加快本公司整

车整机板块、动力总成板块、液压控制板块、汽车电子及零部件板块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国内外公司间品牌、技术、资源

等协同优势，借助跨国并购，提升品牌国际形象，增强公司整体抗风浪能力，并为将本公司打造成百年企业不懈奋斗。 

    （三）公司未来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根据排放法规的要求，2013年7月1日,国Ⅳ排放法规即将实施，各重型卡车和工程机械提供商正纷纷建设发动机制造基地，

中国发动机市场在未来几年内竞争将更加激烈，但本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高品质的产品制造以及稳固忠诚的客户群体，

在大功率发动机、重型变速器市场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董事会对本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2013年，本公司将全力做好国Ⅳ产品的批量生产工作，以优质的产品性能占领市场，并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加大对新

能源、混合动力、汽车电子等储备技术的投入力度，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以开展“精益落地年”为契机，大力推进研发—

生产—销售全过程精益管理，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发动机在公交、挖掘机、轻卡、客车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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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份额。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工程机械液压件规划加速落地。发展后市场等新领域业务板块，推动企业由投资业务型

向投资与消费协同发展转型。重型汽车板块将加快新一代重卡研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为后续增长做足准备。变速器公司

继续加大在AMT、客车变速器等领域的研发力度，争取新的突破。零部件板块将加大科研创新，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发

挥好零部件业务板块与发动机板块的协同效应。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1)2012年3月16日，本公司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通过授权管理和控制协议取得了陕汽乌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24.12%的表决权，合计表决权比例为62.72%，拥有实际控制权。本公司于2012年4月1日将陕汽乌海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2)潍柴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1,500,000.00美元。本公司子公司潍柴动力(香港)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认缴注册资本750,200.00美元，占股100%。 

(3)山东重工印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7日，注册资本为5,000,000.00美元。本公司子公司潍柴动力(香港)国际

发展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500,000.00美元，占股70%。 

(4)潍柴动力(卢森堡)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19日，注册资本为100,000.00欧元。本公司子公司潍柴动力(香港)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欧元，占股100%。 

(5)林德液压有限合伙企业(LP)成立于2012年12月27日，注册资本为25,000.00欧元。本公司子公司潍柴动力(卢森堡)控股

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5,000.00欧元，占股100%。 

(6)林德液压普通合伙企业(GP)成立于2012年12月27日，注册资本为25,000.00欧元。本公司子公司潍柴动力(卢森堡)控股

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7,500.00欧元，占股70%。 

(7)2012年12月27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潍柴动力(卢森堡)控股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林德液压合伙企

业(KG)7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118,709,042.81元，购买日确定为2012年12月27日。本公司于购买日将林德液压合伙企

业纳入合并范围。 

2、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1)株洲火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火炬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火炬进出口”)与株洲市建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锋房地产”)、

赵颖于2011年12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5,000,000.00元出售本公司和火炬进出口分别持有的株洲火炬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火炬房地产”)94.66%和5.34%的股权，处置日为2012年2月29日。 

(2)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华通汽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220,220,500.00元出售本公司所持有

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富通空调”)的59.84%股权，处置日为2012年1月1日。因此，自2012年1月1日起，本集团不再

将富通空调纳入合并范围。 

(3)东风越野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十堰市装甲涂覆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270,000,000.00元出售本公司所持

有东风越野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十堰市装甲涂覆技术有限公司(“东风越野”)的60.00%股权，处置日为2012年8月28日。 

(4)保定陕汽天马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陕西重汽”)与天马汽车集团重工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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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人民币3,811,700.00元出售陕西重汽所持有保定陕汽天马有限公司(“保定天马”)的31.00%股权，处置日为2012年12月1

日。转让完成后，陕西重汽持保定天马20%的股权。 

（2）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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