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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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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渤海活塞 股票代码 6009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洪波 顾欣岩 

电话 0543-3288868 0543-3288868 

传真 0543-3288899 0543-3288899 

电子信箱 dsh@bhpiston.com dsh@bhpiston.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 2,046,664,624.97 2,009,640,723.25 1.84 2,074,875,29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20,628,961.41 886,809,738.00 3.81 801,101,64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6,170,216.43 238,033,711.75 20.22 285,940,587.78 

营业收入 1,414,189,294.98 1,823,871,481.40 -22.46 1,767,510,6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956,552.28 100,386,061.54 -58.2 122,005,42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131,904.12 98,558,231.02 -62.32 137,051,02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5 11.93 

减少 7.28 个百

分点 
1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62 -58.06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62 -58.06 0.75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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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股东总数 21,6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20,5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滨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家 49.67 80,880,560  质押 22,500,000 
 

王浩 未知 0.56 911,899  未知  
 

龚岚 未知 0.47 758,585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34 552,224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34 547,380  未知  
 

童德翠 未知 0.25 414,750  未知  
 

雷汉 未知 0.25 413,000  未知  
 

胡振飞 未知 0.23 370,00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融新 354 号 
未知 0.19 314,400  未知  

 

罗凤岐 未知 0.19 308,096  未知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2 年是我国经济形势异常复杂的一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国内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汽车行业延续了 2011 年的疲软态势，特别是占我公司市场主导

地位的中重型柴油机行业，更是可用"惨淡"来形容。2012 年全国商用车销售下滑超过 8%，

我公司主要主机客户潍柴、重汽、锡柴、东风康明斯、玉柴、上柴等综合下滑 22%～46%，

六缸机下滑幅度更大。但由于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多措并举，及时调整了产品结

构和经营策略，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有效地保持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1418.93 万元，较 2011 年同比降低 22.46%；利润总额 4998.68

万元，较 2011 年同比降低 57.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5.66 万元，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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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比降低 58.2% 。 

 

1.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14,189,294.98  1,823,871,481.40  -22.46  

营业成本 1,179,067,413.56  1,485,697,401.74  -20.64  

销售费用 46,404,495.20  60,959,892.14  -23.88  

管理费用 89,754,946.24  95,115,093.36  -5.64  

财务费用 60,508,109.72  52,620,297.17  1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70,216.43  238,033,711.75  20.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82,384.95  2,360,147.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11,350.41  -227,520,938.76   

研发支出 55,753,242.66  81,440,667.05  -31.54  

 

2)  收入 

a)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2012 年度行业整体持续低迷，尤其是商用车市场持续下滑，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

尤其是 2012 年 8 月公司关停了铝合金项目产能，特种合金销售量减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

下降。 

 

b)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为 530,995,371.53 元，占年度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

为 37.55%。 

 

3)  成本 

a)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成本

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汽 车

零 部

件 制

造业 

原材

料 
819,991,364.21 71.78 1,083,328,489.85 76.75 -24.31 

直接

人工 
152,570,391.91 13.36 135,990,121.19 9.63 12.19 

制造

费用 
169,741,560.30 14.86 192,105,909.01 13.61 -11.64 

合计 1,142,303,316.41 100.00 1,411,424,520.05 100.00 -19.07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本期金额 本期占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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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成本

比例(%) 

占总成本

比例(%)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活塞类 

原材料 485,570,594.18 61.75 564,104,869.99 65.70 -13.92 

直接人工 142,846,875.65 18.17 124,313,814.25 14.48 14.91 

制造费用 157,951,457.94 20.09 170,211,320.48 19.82 -7.20 

合计 786,368,927.76 100.00 858,630,004.72 100.00 -8.42 

合金铝 

原材料 334,420,770.03 93.96 519,223,619.86 93.93 -35.59 

直接人工 9,723,516.26 2.73 11,676,306.94 2.11 -16.72 

制造费用 11,790,102.36 3.31 21,894,588.53 3.96 -46.15 

合计 355,934,388.65 100.00 552,794,515.33 100.00 -35.61 

 

b)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 291,756,338.07 元，占年度采购金额总额比例为 26.65 %。 

 

4)  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4,640.45 6,095.99 -23.88% 

管理费用 8,975.49 9,511.51 -5.64% 

财务费用 6,050.81 5,262.03 14.99% 

 

5)  研发支出 

a)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55,753,242.66 

研发支出合计 55,753,242.66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6.02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3.94 

 

6)  现金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7 23,803 20.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8 2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1 -22,75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8,617.0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22%。主要原因

是：①虽然本期营业收入下降，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回款还算比较及时；②存

货、应收账款较上年减少；③支付税费的现金支出较 2011年有所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778.24 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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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期收购盟威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13,235.6万元； 

②本年新建轿车活塞车间、铸造、机床、工模等车间扩建及研发楼建设所购建固定资产投入

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91.14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

本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相对充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筹资压力。 

 

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汽车零部

件制造业 
1,373,185,763.74 1,142,303,316.41 16.81 -21.16 -19.07 

减少 2.1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汽 车 用 活

塞 
831,478,686.93 620,009,162.64 25.43 -13.45 -8.84 

减少 3.77

个百分点 

船用活塞 70,284,345.30 52,664,207.24 25.07 -8.89 -2.35 
减少 5.02

个百分点 

特种合金 343,896,745.48 355,934,388.65 -3.5 -38.33 -35.61 
减少 4.37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外 90,785,839.10 53.86 

国内 1,282,399,924.64 -23.79 

 

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账款 239,378,312.38 11.70 362,578,492.66 18.04 -33.98 

预付账款 63,558,822.05 3.11 19,011,331.30 0.95 2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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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21,226,530.16 1.04 5,237,849.38 0.26 305.25 

无形资产 141,647,002.73 6.92 11,528,786.62 0.57 1,128.64 

短期借款 209,656,243.11 10.24 306,000,000.00 15.23 -31.48 

应付票据 20,000,000.00 0.98 91,036,600.00 4.53 -78.03 

应付账款 84,788,985.09 4.14 126,560,471.25 6.30 -33.01 

应付职工薪

酬 
6,747,286.68 0.33 14,225,622.13 0.71 -52.57 

应交税费 2,811,271.79 0.14 -7,560,028.90 -0.38 -137.18 

应付利息 9,974,165.00 0.49    

应付股利 4,748,471.17 0.23 13,883,123.51 0.69 -65.80 

其他应付款 18,714,289.89 0.91 37,412,405.86 1.86 -49.98 

其他流动负

债 
300,000,000.00 14.66    

其他非流动

负债 
26,938,750.00 1.32 20,293,750.00 1.01 32.74 

应收账款：主要为本年收入减少，应收账款相应减少，同时收回关联方的货款所致 

预付账款：主要为本年预付货款增加，尚未到货结算所致 

在建工程：主要为本年新建研发楼尚未竣工结算所致 

无形资产：主要为本年购买土地使用权所致 

短期借款：主要为本年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本年通过票据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主要为本年支付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主要为本年年终奖当年全部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主要为上年增值税提前交纳所致 

应付利息：主要为本年短期融资券计提利息尚未支付所致 

应付股利：主要为分配的股利本年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本年预提费用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主要为本年新增短期融资券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主要为本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4.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庞大客户资源 

公司主导产品高性能活塞的直径横跨 30mm 至 400mm，品种达 1,000 多个，广泛用于各种

汽车、船舶、工程机械、军工等动力机械领域，为一汽无锡柴油机厂、一汽大连柴油机厂、

上海柴油机股份公司、潍柴动力、中国重汽、长安集团、广汽集团、广西玉柴机器股份公司、

奇瑞汽车、江淮汽车、东风康明斯、北汽福田、哈东安、云内动力、德国大众、韩国大宇、

川崎重工、卡特彼勒、美国通用电气等国内外著名主机厂家配套，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

配件营销商网络。 

2、活塞行业国家标准的主导者 

作为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活塞活塞环分委员会的主持单位，公司负责活塞产品国家

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近年来共主持或参与制定、修订国家、行业标准 9 项，其中

包括主持制定了我国活塞行业唯一的产品验收标准。 

3、技术优势明显，自主研发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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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致力于建设国际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开发平台，连续多年研发投入占产品营业收入的

比例超过 3%，引进国际高端的设备和软件资源，不断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和合作，率先创建

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和认可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活塞设计开发

技术、新材料开发应用等方面都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和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建设了具备国际水准的活塞性能评价试验室和计量检测中心，生产装备全部实现数控

化，在产品设计开发、新材料研制应用、活塞生产制造工艺等核心技术领域，目前已开展几

十项实验项目。公司已成功研制生产陶瓷纤维活塞、钛合金活塞、碳素体活塞等高性能特种

活塞，在燃烧室喉口激光重熔技术、材料疲劳试验数据库、军工高端活塞研制、新型活塞铝

合金等方面的开发应用取得新突破，并已成为了国内活塞行业中具备批量生产锻钢结构活塞

能力的企业，也是国内第一家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锻钢结构活塞。 

4、规模优势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活塞生产企业，多年来一直稳坐国内活塞产品产销量第一的宝座，是国内

极少数具备大批量生产欧Ⅳ、欧Ⅴ标准活塞产品能力的企业之一。凭借自主研发到规模化工

业生产的无缝连接，公司的主导产品较其主要国际竞争对手获得较明显的成本竞争优势。 

5、品牌优势和市场知名度 

公司自 1980 年开始使用"渤海"牌商标，经过近 30 年的使用，已经在行业广大消费者中形成

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渤海"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公司连续多年荣获潍柴动力、

广西玉柴、上海柴油机厂、中国重汽、江淮动力、福田动力、雷沃动力、东风康明斯等国内

知名发动机公司"优秀供应商"、"质量优胜奖"等荣誉称号以及历届山东省著名商标荣誉称

号。 

6、质量管理优势 

公司不断深化先进管理理念，追求卓越经营，用国际标准衡量各项工作，先后获得 ISO9001、

QS9000、TS16949、VDA6.1 等所有与汽车零部件生产相关的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研发

中心拥有国际先进的理化、计量检测仪器和软件，拥有完备的产品性能测试系统，能够系统

实现产品质量检测和性能试验分析验证。公司主导产品获得"2009 年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及

"2010 年国家质量奖"。 

 

5.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a)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b)  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活塞及活塞铸件、镶环，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总资产 4659.4 万元，利润总额 673.13 万元，净利润 502.95 万元。 

（2）、长春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燃机活塞制造、机械配件加工等，注册

资本 5396 万人民币，总资产  7575.1 万元，利润总额-102.82  万元，净利润 -102.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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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1 年 3 月 7 日董事会决议，因市场形势变化及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关停长

春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产能，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正在处置过程中。 

（3）、滨州渤海活塞技工学校，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总资产 462.38 万元，利润总额 0.08 

万元，净利润 0.08 万元。 

（4）、滨州博海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精密仪器和机床及附件的设计、生产及销

售，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总资产 3513.96 万元。利润总额 120.03 万元，净利润 89.93

万元。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

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

益情况 

船舶（机车）发动机

活塞生产制造技术

改造项目 

95,000,000 89% 49,954,103.70 84,550,000.00 

项目仍

处建设

期 

节能环保轿车用活

塞技术改造项目 
279,870,000 28% 23,280,405.78 78,363,600.00 

项目仍

处建设

期 

合计 374,870,000.00 / 73,234,509.48 162,913,600.00 / 

 

(二)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3 年，挑战与机遇并存。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国家提出了包括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扩大内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等号召，今后经济

增长更注重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升级将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这为公司未来

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为拉动消费，国家将着力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和水利工程机械也将是新的增长点，也为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内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仍将持

续进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仍十分严峻。 

 

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达到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打造技术研发、

管理和资本运作三大发展平台，培育活塞及组件、专用数控机床、新材料三个增长板块，实

现三个增长目标。倾力营造让员工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快乐学习的和谐氛围，构建学习型

组织，培育创新型团队，迎接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全力实现全球最佳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的企业愿景。 

 

3.  经营计划 

     

2013 年，公司要根据市场变化适时的调整经营策略，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

加强内力建设，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两个重点，力争三个确保，做好四个强化，全面关注民

生，时刻准备迎接市场机会的到来，2013 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2.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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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中心：全面提升质量。全面提升质量，不仅只是产品质量，而是包括管理质量、工作

质量和服务质量在内的质量意识、工作作风、敬业精神等全方位的质量提升。打铁还需自身

硬，公司的目标就是工作质量零失误、工程质量零缺陷、产品质量零瑕疵、服务质量零差错。

只有全面提升质量，全员重视质量，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效率，实现公司质量效益型发展。 

②突出两个重点：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 

国内市场方面：主机市场要在巩固现在客户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营销措施，销售、技术、

质量、生产等部门要密切配合，提高我公司在主机客户中的影响力，提高市场份额，争取在

主机高端活塞开发时作为首选供应商；售后市场实施"百、千、万"配件渠道工程，探索、拓

宽配件市场销售模式，提高售后市场竞争力。国际市场方面：全面扩大对国外主机出口，以

康明斯和德国大众项目为突破口，逐步向其他国际知名主机厂供货；采用多种措施开拓售后

市场。 

要加强活塞新结构、新工艺和先进测试方法的技术研究，注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跟踪国外

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加强新材料在活塞研发中的应用推广。 

③力争三个确保：确保新项目顺利投产、确保高端客户顺利供货、确保股票增发顺利实施。 

④做好四个强化：强化精益生产、强化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强化落实执行。 

⑤以人为本，全面关注民生。继续完善岗位工资制度，实现"以岗定级、体现差别，以级定

薪、拉开差距，以绩定奖、突出贡献"，有效激励员工积极性。继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和

内部满意度调查，关注基层需求，倾听员工心声，广泛了解吸纳民情民意，建立班组、分厂、

公司畅通的信息"绿色通道"。 

 

4.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继续配合市场开拓和经营需求，不断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债务结

构，同时积极探索、进一步开展多种渠道的融资方式，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5.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内燃机活塞主要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船舶等行业，其生产和销售受宏观经济影

响，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明显。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致消费能力和

产品需求的变动，将对内燃机活塞生产和销售带来影响。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市场

对商用车、乘用车、工程机械、发电设备、船舶的需求量增大，内燃机产业尤其是发动机产

业发展迅速；反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内燃机产业发展放缓，产品销售受阻。公

司作为内燃机零部件供应商，也必然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2、行业政策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发动机活塞。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政府亦通过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刺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内经济发展。

但如果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导致汽车产业投资过度，或者汽车消费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城市交

通状况恶化，国家鼓励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可能改变，由此可能影响汽车零部件行业，进

而给公司的生产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3、汇率变动风险 

2005 年 7 月国内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七年，人民币对

美元累计升值达到 30%左右。尽管公司出口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小，但公司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出口收入呈明显增长趋势，出口销售主要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尽管

公司在拓展国际市场业务时，与客户在合同中确定了双方共同承担汇率变化风险的条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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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经营仍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4、担保风险 

因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量大，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与所

在地资产质量优、经营业绩好的企业采取互为担保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该等担保事项根据

《公司章程》等规定，已经履行了相关内部审批和决策程序。同时，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发行

人提供了反担保，而且上述公司目前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对偿债能力不构成威胁。若被担

保公司经营不善，不能偿付到期贷款，或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导致被担保公司业绩下滑，公司

可能承担担保所产生的偿债风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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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注销全资子公司滨州博海盛世置业有限公司，本年仅

将期初至处置日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