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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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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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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4,632,272.96 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2,866,195,172.34 元，本年度实际可分配利润为

-2,741,562,899.38元，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公司 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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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厦工 600815 厦工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光武 潘晓丹 

办公地址 
厦门市灌口南路668号之八厦门厦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灌口南路668号之八厦门厦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92-6389300 0592-6389300 

电子信箱 stock@xiagong.com stock@xiag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前身是创建于 1951 年的厦门工程机械厂，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已

经覆盖装载机、挖掘机、叉车、路面机械、掘进机械、环保机械等工程机械产品系列，被广泛应

用于建筑、矿山、农林水利、电力、道路、港口等工程领域。 

公司是国家生产工程机械产品的重点骨干大型一类企业，集工程机械产品研发、制造、销售、

售后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公司在国内外拥有众多优秀的经销、服务商，共同致力于产品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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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工程机械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产品远销中东、非洲、东南亚、南美、

欧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所属的工程机械行业是中国机械工业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

段。工程机械产品市场需求主要受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矿山开发规模等

因素影响，因此工程机械行业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属于强周期性行业。 

2017年，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环保排放升级等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工程机械市场

持续升温，老旧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强劲，产品销量大幅增加，行业重回增长轨道。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6,417,192,816.15 7,663,001,235.87 -16.26 9,517,857,144.51 

营业收入 4,448,565,471.91 3,241,039,805.84 37.26 3,067,939,91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4,632,272.96 -2,689,882,940.78 不适用 -999,781,89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8,857,037.72 -2,718,890,958.09 不适用 -1,029,021,05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46,391,832.92 385,019,930.82 41.91 3,075,824,58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5,576,288.64 146,378,462.87 272.72 211,343,02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2.80  不适用 -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2.80  不适用 -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76 -155.45 不适用 -27.9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97,719,926.71 1,231,809,836.91 1,101,364,356.42 1,117,671,35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300,234.45 119,781,516.41 -31,131,381.90 15,681,90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7,486,408.86 -32,297,794.99 -54,412,292.40 -224,660,54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192,505.94 123,005,490.02 -11,224,382.68 399,602,6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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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0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1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0 393,022,859 40.98 0 无 0 国有法人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0 69,993,067 7.30 0 无 0 国有法人 

杨笑群 823,570 5,046,0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东岭 5,010,000 5,010,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桂荷 -291,815 4,753,900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国玲 3,090,000 3,090,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新容 1,363,122 2,900,104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戴培红 512,700 2,605,0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2,533,900 0.26 0 无 0 未知 

张泽冰 -1,200,000 2,270,19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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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40.98% 

                                                     

                                                    7.30%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100% 

 

 

                                                  100% 

 

               40.98% 

                                                     

                                                    7.30%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厦门厦工机

械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厦债暂停 122156 2012-6-18 2017-6-18 0 5 

分 期 付

息 到 期

还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披露《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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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牌公告》（“临 2017-058”号公告），本息兑付方案为：本次本息兑付的本金总额为 14.30 亿元，

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年的票面利率 5.00%，每手面值 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0.00元（含

税），派发本金为人民币 1,000元。公司于 2017 年 6月 19日支付了 2016年 6月 18日至 2017年

6月 17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本期债券于 2017年 6月 19日摘牌。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8.88 93.54 -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917 -0.3508 不适用 

利息保障倍数 3.76 -13.37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49亿元，同比增长 37.26 %；利润总额 3.20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5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2017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 21.64 亿元，

同比下降 11.14%；存货净额 12.90亿元，同比下降 0.10%。三项费用率 10.37 %，同比减少 18.54

个百分点；毛利率 10.74 %，同比增加 4.15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本次新修订的准则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017年 12月 2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 

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对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

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修改了

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个别利润表中分别列示

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

了相应调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

营损益列报的信息重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

报。 

本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

议 

影响上年持续经营净利润

-2,664,628,261.27元，终止

经营净利润 -6,145,765.09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

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

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

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 1月 1日尚未摊销

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

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

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是其他收

益和营业外收入，对上年数

不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

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

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

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修订

后的营业外收支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

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

赠利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

进行了相应调整。 

本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 

影 响 上 年 资 产 处 置 损 益

-2,726,598.78元；营业外收

入-1,034,510.51元；营业外

支出-3,761,109.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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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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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15 家子公司及 8 家孙公司，见 “附注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披露”。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振斌 

                                                    2018 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