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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8-027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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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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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声明对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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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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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凯客车 股票代码 00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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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代行） 盛夏、赵保军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1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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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51-62297710 0551-62297710 

电话 0551-62297712 0551-62297712 

电子信箱 zqb@ankai.com zqb@ank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生产全系列客车和汽车零部件的上市公司，产品覆盖各类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团体客车、

景观车、公交客车、新能源商用车等。公司采用全承载和半承载两条技术路线，全承载技术主要用于大型

客车和新能源客车，半承载技术主要用于中轻型客车。 

公司坚持“直销+经销”双轮驱动的营销模式，目前直销占主导地位，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敬客经营”

理念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448,916,378.34 4,757,326,623.69 14.54% 4,022,112,4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152,697.18 51,350,674.31 -548.20% 40,236,60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708,352.43 -7,414,954.22  6,483,15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401,357.61 -1,256,344,896.82  -289,294,34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7 -571.43%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7 -571.43%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0% 3.96% -23.06% 3.2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7,978,811,617.60 9,078,413,495.82 -12.11% 6,175,584,77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1,566,760.45 1,320,244,909.95 -17.32% 1,279,558,449.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86,172,419.16 1,390,521,417.29 840,578,808.83 2,231,643,73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63,628.62 -5,520,334.44 -55,038,251.14 -146,330,4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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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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61,278.27 -31,973,240.09 -67,790,423.26 -162,083,41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472,295.45 1,045,759,708.64 -346,357,509.78 -192,352,329.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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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00,1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5,20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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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147,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3% 128,854,122  质押 64,425,000 

陈金国 境内自然人 0.55% 3,805,6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2,268,110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24% 1,681,800    

荣志国 境内自然人 0.22% 1,564,825    

严理 境内自然人 0.22% 1,528,900    

高建萍 境内自然人 0.17% 1,169,400    

赵敏 境内自然人 0.15% 1,040,900    

周滨 境内自然人 0.15% 1,01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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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陈金国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3,805,623 股股份；陈建平通过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681,800 股股份；严理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528,900 股股份；高建

萍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169,400 股股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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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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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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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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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 年，公司实现客车销量 8717 台，同比下降 14%，6 米以上客车市场占有率 4.67%，位居行业第 7

位，位次与上年持平。其中，传统燃油客车销量同比增长 18%，大型客车销量同比增长 21%；营业收入合

计 54 亿元，同比增长 14.54%。还原新能源补贴后，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8.25%。受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等影响，2017 年公司经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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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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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

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将新能源国补资

金，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营业收入”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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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8 日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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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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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起施行。本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 2 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

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

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

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 2016 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 9,931,034.88 

营业外收入 1,984,420,154.57 1,974,340,386.88 

营业外支出 4,542,576.57 4,393,8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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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安徽凯亚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其 51%股权，安徽凯亚自 2017年 4月纳入合并

范围。 

    公司于 2017年 9月 25 日收到安凯车桥（公司持有其 40%股权）传来的关于《安凯车桥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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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商备案等材料。根据最新的《安凯车桥公司章程》规定，安凯车桥董事会成员 7名。其中，安徽安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3名，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委派 2名。

因此，公司对安凯车桥不再有实际控制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规定，

安凯车桥自 2017年 9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本报告期公司通过投资设立方式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广州安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