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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報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年度報告全文，為全面瞭解本公司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規劃，投資者應當到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媒體上仔細閱讀年度報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況

未出席董事職務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說明 被委託人姓名
董  事 趙茂青 因公務未能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 顧曉瓊

1.4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1.5 經董事會審議的報告期利潤分配預案或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公司 2016年度實現歸屬於母公司的合併淨利潤為

97,857,769.07元，每股收益0.11元。2016年度母公司實現的淨利潤為125,081,478.64元，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12,508,147.86元，加上以前年度結轉的未分配利潤920,181,960.32元，減去公司2015年度利潤分配派發現金紅利
30,315,978.47元後，2016年末母公司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為1,002,439,312.63元。2016年末，母公司資本公積金餘額
為1,123,311,277.21元。

2016年度利潤分配預案如下：以公司2016年末總股本866,689,83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
幣0.35元（含稅），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以後年度分配。該預案還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 公司基本情況
1 公司簡介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柴股份 600841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柴B股 900920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汪宏彬 張江

辦公地址 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號 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號
電話 (021)60652288 (021)60652207

電子信箱 sdecdsh@sdec.com.cn sdecdsh@sdec.com.cn

2 報告期公司主要業務簡介
（一）主要業務
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商用車、工程機械以及船舶和發電機組等配套用的柴油發動機及零部件等設計、生產與銷售。
（二）經營模式
1、採購模式：採購模式實行供應鏈管理模式，推行採購信息化，實施第三方物流。生產管理部門編制生產計劃，

通過SAP系統的MRP運算生成採購訂單，採購部門負責合同簽訂、訂單下達、跟催和申請付款等工作，計劃物流部門負
責所有採購物資的入庫、收貨、發放、配送等工作。

2、生產模式：主要採取「以銷定產」模式，根據市場需求生成年度月度的生產計劃，按照訂單的交貨期合理排
產，保證及時交貨。充分利用和完善SAP系統來提高生產效率，在系統中通過銷售訂單促發生產訂單、生產訂單拉動物
料需求計劃、第三方物流公司根據該計劃配送上生產線，整個生產過程嚴格有序，產品下線後通過SAP系統進行報工、
經質量檢驗合格後入庫。

3、銷售模式：根據不同的配套市場，公司銷售模式分為直銷模式和經銷商模式。
（三）行業情況
公司所處行業為內燃機行業。內燃機行業是製造裝備工業中的一個大行業，各種類型的汽車、摩托車、農業機械、

工程機械、船舶、鐵道內燃機車、地質和石油鑽機、內燃發電設備、軍用及特種通用機械等都以內燃機為配套動力。內
燃機按照所用燃料分為汽油發動機、柴油發動機、天然氣發動機等。隨著國家環保要求的提高，純電動、混合動力等新
能源動力也在快速發展，但受基礎設施建設和成本壓力等因素的制約，短期內新能源動力還無法改變傳統能源動力的主
導地位，汽油和柴油發動機行業仍將會保持基本穩定。

公司主要產品為柴油發動機，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逐步加快和國家中部和西部開發的逐步實施，固定資產投資和公
路建設將為汽車運輸和工程機械行業發展帶來契機，柴油發動機行業仍將保持持續增長趨勢。「十三五」期間，內燃機
行業將更加注重節能減排的技術開發，節能減排是內燃機行業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柴油機行業，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有廣西玉柴機器集團有限公司、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車有限公
司無錫柴油機廠、東風康明斯發動機有限公司等，近年來受行業整體產能過剩和產品同質化影響，市場競爭激烈，公司
積極提升產品技術性能，通過採取差異化競爭戰略和產品結構調整，穩步確立了在細分市場的競爭優勢。

3 公司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3.1 近3年的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減(%)
2014年

總資產 5,704,131,757.49 5,319,430,634.32 7.23 5,369,956,248.73
營業收入 2,545,121,534.63 2,163,184,637.90 17.66 2,776,888,016.8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97,857,769.07 92,932,886.54 5.30 150,170,703.1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
潤

76,378,321.28 70,363,036.21 8.55 129,301,551.8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

3,531,182,725.13 3,472,173,641.83 1.70 3,426,413,189.5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53,351,655.11 397,177,172.86 -86.57 268,323,63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5.30 0.1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80 2.69
增加0.11個

百分點
4.46

3.2 報告期分季度的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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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 624,362,676.87 685,944,834.02 600,671,923.32 634,142,100.4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25,371,698.17 28,007,211.00 14,250,793.00 30,228,066.9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

25,432,023.69 21,605,091.45 11,242,000.15 18,099,205.9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140,381,648.34 155,645,850.37 -64,214,977.03 102,302,430.11

季度數據與已披露定期報告數據差異說明
 □適用  √不適用 
4 股本及股東情況
4.1 普通股股東和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數量及前10 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戶） 51,437
年度報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東總數（戶） 50,591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不適用
年度報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不適用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全稱）

報告期內增減 期末持股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條件的股份

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
性質

股份
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0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

-5,080,000 18,600,000 2.15 0 未知 其他

劉志強 357,200 7,716,050 0.89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289,100 7,010,106 0.81 0 未知 其他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4,045,170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765,900 3,975,460 0.46 0 未知 其他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證上海國企交易型開放式指
數證券投資基金

3,041,417 3,041,417 0.3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0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8,100 2,148,783 0.25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0 2,127,209 0.25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
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
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東之間未知是
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4.2 公司與控股股東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適用  □不適用 

4.3 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適用  □不適用 

註：2017年1月19日，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非公開發行新增股份的登記，增加657,894,736股限售流通
股，普通股股份總數變為11,683,461,365股。發行完成後，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持有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8,323,028,878股股票，持股比例變更為71.24%。

5 公司債券情況
不適用。

三 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1 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
（一）2016年度經營工作
公司主要生產柴油機及配件，產品用於商用車、工程機械、農用機械、船舶、移動式電站等領域，商用車和工程機

械企業的發展與國家城市化建設和鐵路公路房地產等基本建設投資增幅存在正相關關係。2016年，在國家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的指導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國民經濟呈現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新常態，總體運行平穩，根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統計，2016年，國內商用車市場止跌回升，商用車市場銷量同比增長5.8%（其中重卡市場同比
增長33.1%，客車市場同比下跌8.7%），根據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數據統計，2016年，國內工程機械行業止跌企穩，
國內起重機、壓路機、裝載機等主要工程機械市場同比增長7%左右，但另一方面，由於柴油機行業整體結構性產能過剩
矛盾仍然突出，相應公司的產品配套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面對國內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激烈競爭的市場，公司遵循科學發展觀，以創新求發展,堅持內外並舉、轉型發展戰略，
積極應對市場挑戰，主動搶抓工程機械非道路國三市場機遇，各項重點工作有序推進，一是集團內配套快速增長，集團
外市場保持平穩；二是聚焦關鍵技術創新，推進重點配套項目；三是質量工作穩中有升，精益生產穩步進行，四是強化
預算和降本增效，資產質量及財務運行安全可控，五是多管齊下確保效益，投資項目健康發展，通過管理層和全體員工
的共同努力，公司2016年實現柴油機銷售60,017台，同比增長15.07%，其中客車市場配套2.8萬台，同比增長17%，卡
車市場配套0.61萬台，同比增長84%，工程機械市場配套1.49萬台，同比增長7%，船機電站市場配套銷量基本持平；實
現營業收入25.45億元，同比增長17.66%；實現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9,785.78萬元，同比增長5.30%。

在技術進步方面，2016年，公司持續深入開展技術創新和現有產品優化升級，積極啟動國六升級產品開發項目，
繼續加大新型大功率發動機、國六排放發動機和非道路國三排放發動機的研發製造。在2016年全國實施用戶滿意工程推
進大會上，公司「東風牌」柴油機被授予「用戶滿意產品」稱號。2016年，公司產品的「上柴」、「東風」商標繼續
被認定為上海市著名商標，在國家標準委2016年中國標準創新貢獻獎的評審中，公司參與編製的國家標準「GB 28239 
-2012 非道路用柴油機燃料消耗率和限值及試驗方法」獲得「2016年度中國標準創新貢獻三等獎」。2016年度，公司新
取得專利8項，其中實用新型7項，外觀設計1項。

在內控管理工作方面，2016年，公司通過對內部控制制度流程、關鍵業務控制活動、內控風險點三管齊下，實施監
督檢查和評價內部控制系統設計的合理性和運行的有效性，使其成為不斷完善公司內部控制體系的助推器。在風險管控
方面，公司以流程為基礎，以IT為工具，在業務實施過程中落實風險控制，對重點領域，如財務、規劃、市場營銷等業
務環節實施風險評估，及時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建立防範措施，以規避風險。

公司於2016年6月24日召開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2015年度利潤分配預案》，股東大會同意以公司
2015年末總股本866,689,830股為基數，每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35元（含稅），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以後年度
分配。該方案在年內已實施完成。

（二）2017年工作計劃
2017年，公司將繼續堅持「內外並舉、轉型發展」的經營戰略和"以市場為導向創造需求、以用戶為中心滿足需

求、以員工為根本服務需求"的經營理念，繼續加大集團內市場配套銷售和集團外市場開拓，進一步提升質量管理工作，
實現車用柴油機和工程機械用柴油機的同步發展，努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和市場佔有率。

2017年，公司計劃全年實現柴油機銷售70,500台，實現營業收入28.26億元（特別說明：公司披露的經營計劃只是
對未來經營的分析和判斷，並不構成對2017年的盈利預測，也不構成公司對投資者的業績承諾，2017年公司經營情況受
市場環境等各方面因素影響，公司將通過自身努力爭取實現年度經營計劃）。

2 導致暫停上市的原因
 □適用  √不適用 
3 面臨終止上市的情況和原因
 □適用  √不適用 
4 公司對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原因及影響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為準確反映公司部分專用設備的殘值率情況，經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決定對公司現有固定資產—機

器設備大類中的專用設備的殘值率予以變更，由現有的10%變更為2%，該事項屬於會計估計變更，該次會計估計變更自
2016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並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該項會計估計變更對公司未來經營業績不構成重大影響。

5 公司對重大會計差錯更正原因及影響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6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合併財務報表的合併範圍以控制為基礎確定，本年度無變動。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藍青松
2017年3月22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7-001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八屆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於2017年3月10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2017年3月
22日在公司105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8名，董事趙茂青先生因公務未能出席會議，書面委託董事
顧曉瓊女士代為表決。會議由藍青松董事長主持，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經與會董事審議，通過如下議案：

一、2016年度總經理業務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二、2016年度董事會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三、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議案
為準確反映公司部分專用設備的殘值率情況，同意公司變更部分機器設備的殘值率，即對公司現有固定資產—機器

設備大類中的專用設備的殘值率予以變更，由現有的10%變更為2%。本次會計估計變更自2016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
並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本次變更對公司未來經營業績不構成重大影響。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四、2016年度財務決算及2017年度預算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五、2016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公司 2016年度實現歸屬於母公司的合併淨利潤為

97,857,769.07元，每股收益0.11元。2016年度母公司實現的淨利潤為125,081,478.64元，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12,508,147.86元，加上以前年度結轉的未分配利潤920,181,960.32元，減去公司2015年度利潤分配派發現金紅利
30,315,978.47元後，2016年末母公司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為1,002,439,312.63元。2016年末，母公司資本公積金餘額
為1,123,311,277.21元。

2016年度利潤分配預案如下：以公司2016年末總股本866,689,83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
幣0.35元（含稅），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以後年度分配。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六、2016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七、2016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八、2016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九、2016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十、關於申請2017年度綜合授信額度的議案
同意公司申請2017年度綜合授信額度為不超過13億元人民幣，主要用於票據貼現、信用證開證、補充日常流動資金

的貸款等業務。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十一、關於聘請2017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同意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7年度年報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向其支付年度報酬最

高不超過10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十二、關於聘請2017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同意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7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向其支付年度報酬

最高不超過28.3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十三、關於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同意3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本議案關聯董事藍青松、趙茂青、顧曉瓊、曹心平、錢俊、顧耀輝迴避表決）
十四、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公司已根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要求完成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三證合一」的工作，原

來的公司營業執照註冊號不再使用，變更為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為進一步規範表述及公司經營工作需要，同意將公司經營範圍修改為：設計、生產和製造內燃機及動力總成、柴油

電站、船用成套機組、機電設備及配件；銷售自產產品，並提供產品技術支持及售後服務；從事上述產品及同類產品的
批發、進出口、佣金代理（拍賣除外）。[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以上修改最
終以政府相關部門核准為準）。

並對《公司章程》第二條和第十三條分別作如下修改：

原條款內容 修訂後條款內容
　　第二條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
規範意見》、《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暫行規定》和其他有關
規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經濟委員會滬經企（1993）411號文件批
准，由國有企業改制，以募集方式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註冊登記，取得營業執照。1996年10月，公司按照滬
體改委（96）第016號文件、國務院國發（1995）17號《國
務院關於原有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進行規範的通知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
會、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體改生（1995）117號《關於做好
原有股份有限公司規範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對照《公
司法》進行了規範，經有關部門審核確認後，依法履行了重
新登記手續，公司營業執照註冊號為：310000400070424。

　　第二條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
見》、《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暫行規定》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經濟委員會滬經企（1993）411號文件批准，由國
有企業改制，以募集方式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
取得營業執照。1996年10月，公司按照滬體改委（96）第016號文
件、國務院國發（1995）17號《國務院關於原有有限責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進行規範的通知和國家經
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體改生（1995）117號《關
於做好原有股份有限公司規範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對照《公司
法》進行了規範，經有關部門審核確認後，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記手
續。
　　公司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310000607234882G。

　　第十三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
　　柴油機、工程機械、油泵及配件；柴油電站、船用成套
機組、機電設備及配件；設備安裝工程施工；汽車貨運及修
理。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
營活動〕。

　　第十三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
　　設計、生產和製造內燃機及動力總成、柴油電站、船用成套機
組、機電設備及配件；銷售自產產品，並提供產品技術支持及售後
服務；從事上述產品及同類產品的批發、進出口、佣金代理（拍賣除
外）。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十五、關於召開2016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上述第二、四、五、七、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項議案需提交2016年度股東大會審議。董事會授權董事會秘

書室籌備2016年度股東大會事宜，股東大會召開時間另行通知。
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3 月24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7-002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八屆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於2017年3月10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於2017年3月
22日在公司105會議室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6年度監事會報告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是對公司現有固定資產—機器設備大類中的專用設備的殘值率予以調整，由現

有的10%變更為2%。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
律、法規的規定，公司本次對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無需對以前年度進行追溯調整,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
果不會產生影響。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決策程序合法合規，變更後的會計估計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資產財務狀
況，符合公司和所有股東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會計估計變更。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2016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2016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五、2016 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6年年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年報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年報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實際的情

況，年報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當年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年報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3 票，反對0 票，棄權0 票）
六、關於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關聯方之間的日常關聯交易按照誠實信用和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進行，是公司維持正常生

產經營的需要，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定價符合市場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第一、五、六項議案將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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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是變更公司部分機器設備的殘值率。
●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對公司各期已披露的財務報表不會產生影響，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公司當年

淨利潤不構成重大影響。

一、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概況
（一）變更原因及內容
根據公司對固定資產處置情況分析，具有特定功能的專用設備，在報廢處置時的評估價值和實際處置價值均低於該

類固定資產的淨殘值。
為更加合理、完整、準確的反映及披露公司整體固定資產的殘值率情況，客觀反映公司的經營數據，公司決定變更

部分機器設備的殘值率，即對公司現有固定資產—機器設備大類中的專用設備的殘值率予以變更，由現有的10%變更為
2%。附表見下：

固定資產類別 變更前固定資產殘值率 變更後固定資產殘值率
機器設備 2%~10% 2%~10%

其中：專用設備 10% 2%

（二）變更日期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自2016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
（三）審批程序
2017年3月22日，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和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均分別審議通過了《關於會計估計變更的議

案》，獨立董事並就該事項發表了意見。
二、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自2016年10月1日起開始執行。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 2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

更正》的相關規定，本次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不會對公司已披露的財務報表產生影響。
本次變更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等相關規定，能客觀反映公司的經營數據，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經測算相關機器

設備殘值率的變更將會減少公司2016年度淨利潤為人民幣105.58萬元，並不構成重大影響。
三、獨立董事、監事會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結論性意見
（一）獨立董事意見：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符合公司的實際情況, 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資產財務狀況，符合

企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權益，同意公司本次會計估計變更。
（二）監事會意見：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公司對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處理，無需對以前年度進行追溯調整,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不會產生影響。本次會
計估計變更的決策程序合法合規，變更後的會計估計能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資產財務狀況，符合公司和所有股東
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會計估計變更。

（三）會計師事務所意見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經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覆核，認為公司本次會計估計變更事項符合《企

業會計準則第 2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的規定。
四、備查文件目錄
1、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決議；
3、獨立董事關於公司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4、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關於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估計變更的專項說明。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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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日常關聯交易概況
經公司董事會七屆七次會議及2014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與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

團）簽訂了《零部件和配件供應框架協議》、《生產服務框架協議》、《房屋及土地租賃框架協議》，與上汽集團控股
的子公司上海汽車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簽署了《金融服務框架協議》。根據業務需要，公司與上海菱重增壓器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菱重增壓器)、上海菱重發動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菱重發動機）等發生日常關聯交易。

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法》等的有關規定，在每年初預測該類關聯交
易項下本年度公司發生的相關金額，並報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無需就該協議項下的具體
實施協議進行表決。在每一個會計年度結束後，公司將按照會計準則計算實際發生的金額，向董事和股東進行匯報。公
司將嚴格按照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以及公司的《關聯交易管理辦法》履行上述關聯交易框架協議。

二、關聯方概況和關聯關係
1、上汽集團：法定代表人：陳虹；註冊資本11,025,566,629元（截止2016年末）。主要經營業務或管理活動：汽

車，摩托車，拖拉機等各種機動車整車，機械設備，總成及零部件的生產、銷售，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咨詢服務
業，經營本企業自產產品及技術的出口業務和本企業所需的機械設備、零配件、原輔材料及技術的進口業務（但國家限
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本企業包括本企業控股的成員企業，汽車租賃及機械設備租賃，實業投
資，期刊出版，利用自有媒體發佈廣告，從事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
展經營活動）。

上汽集團是公司的控股股東。 
2、菱重增壓器：法定代表人：錢俊；註冊資本2,059.50萬美元；註冊地：上海市青浦區；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

司（中外合資）；經營範圍：設計和製造發動機進氣增壓器及其配套的相關零部件，銷售自產產品，並提供產品技術支
持及售後服務；從事上述產品及同類商品的批發、進出口、佣金代理（拍賣除外）及相關配套業務（涉及配額許可證管
理、專項規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菱重增壓器是公司的聯營公司。
3、菱重發動機：法定代表人：錢俊；註冊資本20,000萬元；註冊地：上海市楊浦區；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中外合資）；經營範圍：船用發動機、發電用發動機、發電機組及相關部件的設計和製造；銷售自製產品；船、電發
動機和發電機組，及其相關部件的批發和進出口；提供產品技術支持和售後服務（不涉及國營貿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額
許可證管理商品、專項規定管理的商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
經營活動）。

菱重發動機是公司的合營公司。

三、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本公司與上汽集團、上汽財務公司、菱重增壓器、菱重發動機等關聯方之間購買、銷售和服務的價格，有國家定價

的，適用國家定價；沒有國家定價的，按市場價格確定；沒有市場價格的，參照實際成本加合理的費用由雙方定價，對
於某些無法按照「成本加費用」的原則確定價格的特殊服務，由雙方協商定價。財務公司提供金融服務的定價按照銀監
會規定要求執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對股東的影響
本公司及下屬公司向上汽集團等關聯方採購發動機零部件，屬日常零部件採購；向上汽集團等關聯方銷售發動機及

配件，屬日常產品配套。上汽財務公司提供金融服務，有利於本公司有關存款、結算及其他金融中間業務等業務。本公
司與關聯方之間的日常關聯交易按照誠實信用和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進行，是公司維持正常生產經營的需要。該等
關聯交易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對公司的生產經營不構成不利影響，不損害公司股東的利益，不影響公司的獨
立性。

五、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實際發生額說明
2016年初，公司預計2016年度《零部件和配件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119,980.50 萬元，《生

產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17,750.27 萬元，《金融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600萬
元，且日均存款金額不超過3億元，《房屋與土地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1,920.21萬元，預計與菱重
增壓器發生日常關聯交易金額1,400萬元，與菱重發動機發生日常關聯交易金額2,517萬元。

2016年度公司實際發生關聯交易金額為113,948.57萬元，其中：《零部件和配件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
易金額為105,037.97萬元，《生產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3,705.01萬元；《金融服務框架協議》項
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577.20萬元；《房屋與土地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1,913.90萬元；與菱重
增壓器的關聯交易金額為1,324.37萬元；與菱重發動機的關聯交易金額為1,390.12萬元。

上述關聯交易屬於本公司日常生產經營中必要的、正常的、持續性的交易行為，本著公平交易的原則採用市場價定
價，對本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本公司業務不會因此類關聯交易而對關聯人形成依賴或被其控制，不會對其他股東
利益造成損害。

六、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金額預計
基於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實際發生金額，並考慮業務發展及可能發生的變動因素後，公司預計2017年度《零

部件和配件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150,721.22萬元，《生產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
額為30,441.80萬元，《金融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600萬元，且日均存款金額不超過3億元，《房
屋與土地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的日常關聯交易金額為4,000萬元，預計與菱重增壓器發生日常關聯交易金額2,223萬元，
與菱重發動機發生日常關聯交易金額2,124.92萬元。

七、審議程序
1、此事項經獨立董事認可並同意提交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審議。
2、2017年3月22日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以3票同意、0票棄權、0票反對通過《關於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

案》（其他六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本議案還將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3、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孫勇、羅建榮、樓狄明，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

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通過審查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與上汽集團等之間擬進行日常關聯交易的有關文
件，並對交易主體的關聯關係、交易背景、交易定價等事項從獨立、公正的角度出發進行了審慎判斷，發表如下意見：

（1）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日常關聯交易定價依據：有國家定價的，適用國家定價；沒有國家定價的，按市場價格確定；沒有市場價格

的，參照實際成本加合理的費用由雙方定價；對於某些無法按照「成本加費用」的原則確定價格的特殊服務，由雙方協
商定價。上海汽車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金融服務的定價按照銀監會規定要求執行。上述定價依據合理，遵循了商業原
則。

（3）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對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公司業務不會因此類關聯交易而對關聯人形成依賴或被
其控制，不會對其他股東利益造成損害。

（4）董事會表決公司2017年度日常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
定。

八、備查文件目錄
1、公司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八屆五次會議決議；
3、獨立董事關於公司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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