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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旭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邝焜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志强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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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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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16,441,366.04 78,521,808,732.21 5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065,670,482.77 27,723,173,631.62 12.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034,948,362.46 77.54% 56,146,382,930.78 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80,594,047.04 9.79% 4,445,430,278.90 6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7,971,537.33 35.78% 2,953,817,549.73 1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064,389,880.26 47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9.68% 2.22 6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0.15% 15.12% 4.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90,061,302.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730,308.84  

债务重组损益 -170,314.1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82,875,047.8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483,291.9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6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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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808,676.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46,005.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22,557.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652,569.00  

合计 1,491,612,729.1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2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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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 484,24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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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50,228,303 0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4% 40,780,000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33,621,743 0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26,800,000 0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6% 17,243,712 17,243,712 

谭旭光 境内自然人 0.74% 14,710,649 14,710,64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84,243,594 境外上市外资股 484,243,594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50,228,303 人民币普通股 50,228,303

奥地利ＩＶＭ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40,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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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621,743 人民币普通股 33,621,743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2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0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903,049 人民币普通股 11,903,04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216,647 人民币普通股 12,216,647

UBS AG 9,749,585 人民币普通股 9,749,585

铂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88,294 人民币普通股 8,188,294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 CO 8,083,812 人民币普通股 8,08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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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中，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800,000 股。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049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11,903,049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报告期内未发生新的初始交易及购回交易，截止报告期末所涉股票数量为8,09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0.4%。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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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人民币 元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原因 

营业收入 56,146,382,930.78  43,332,669,954.88 29.57%主要受本期将凯傲三季度营业收入并入的影响。

营业成本 52,134,006,712.37  40,066,091,898.39 30.12%主要受本期将凯傲三季度营业成本并入的影响。

销售费用 3,184,938,936.21   2,231,427,050.14 42.73%主要受本期将凯傲三季度销售费用并入的影响。

管理费用 3,789,449,295.38   2,629,036,541.57 44.14%主要受本期将凯傲三季度管理费用并入的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456,210,515.33     278,931,366.43 63.56%
主要受应收账款余额较同期增长较大，计提的坏

账准备增加影响。 

投资收益 1,726,527,945.22      24,307,535.76 7002.85%
主要受购买日重估原联营企业投资产生的收益影

响。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比率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603,862.90      51,077,466.30 -69.45%
主要受对凯傲行权完成，转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核算影响。 

应收账款 13,219,220,487.81   4,440,534,339.82 197.69%
主要受配套客户一般按信用期还款，年末清结货

款及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预付账款 640,051,167.36     405,481,103.37 57.85%
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及预付采购

款增加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1,161,647,552.02     471,818,015.98 146.21%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1,496,260,477.99   7,789,229,080.64 -80.79%
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其长期

股权投资与其净资产暂定公允价值抵销影响。 

无形资产 11,502,845,613.83   2,273,431,309.49 405.97%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开发支出 2,390,591,742.03     497,418,862.34 380.60%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商誉 8,693,809,228.87   1,430,849,833.51 507.60%
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范围，其合并对价与

其净资产的暂定公允价值差异形成的商誉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2,777,097,888.81   1,175,313,751.59 136.29%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149,067,701.84     352,375,772.74 793.67%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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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12,813,774,679.68   9,146,039,593.52 40.10%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长期应付款 5,136,400,631.01       8,847,480.34 57954.95%主要受本期将凯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9,509,576,096.00元。 

2.报告期内，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存量零碎股问题，根据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与中国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署《上市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售零碎股协议》，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出售历史权益分派产生的零碎股22,066股，实际出售净所得（含利息）为人民币456,857.26元，并于2014年8月27日到账，

该等零碎股出售净所得计入股东权益资本公积科目。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股东 

根据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承

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

33,647.64万股本公司股份

自 2013 年 4 月 30 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会通过证

券交易系统挂牌交易或以

其他任何方式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

会由本公司购回。 

2013 年 04 月 30 日 三年 
以上承诺严格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注：公司关联方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承诺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2014 年 8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四、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投资成本（元） 股份数量（股） 投资收益（元） 公允价值变动（元）

KION Group AG     8,817,405,193.14    32,933,700 1,718,245,793.27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4,000,000.00 40,000,000           ——     2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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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4 年 07 月 0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Jarislowsky Fraser Limited 

1.公司日常经营状况   

2.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3.公司发展战略定位      

2014 年 07 月 1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组

织的基金访问团 

2014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

公司组织的基金访问团 

2014 年 07 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1至3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修

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上述6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

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司作为境内外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6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

规定进行了处理。主要影响参见本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变动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 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按照新准则调整后 

资本公积 703,970,229.92       714,707,163.85 

其他综合收益 -        25,790,785.5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6,527,719.49 
资产负债表列报取消该科目，将其重分类

至“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列报。 

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其他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不存在重要影响。 

 

 

 

 

                                                         董事长：谭旭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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