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7-02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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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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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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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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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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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757,326,623.69 4,022,112,450.11 18.28% 4,835,294,6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50,674.31 40,236,605.73 27.62% 23,537,5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14,954.22 6,483,152.96 -214.37% -27,234,94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6,344,896.82 -289,294,343.53 -268.95% 126,780,22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3.20% 0.76% 1.9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9,078,413,495.82 6,175,584,773.96 47.00% 4,954,911,98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0,244,909.95 1,279,558,449.19 3.18% 1,236,634,3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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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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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303,638.51 856,026,237.51 1,117,591,907.24 1,860,404,84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9,683.80 9,113,541.85 6,582,736.47 25,564,7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18,675.61 790,542.11 525,045.40 -16,849,21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145,152.93 -674,902,327.15 -259,408,398.65 184,110,9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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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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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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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3,425,703    

杨宝良 境内自然人 0.45% 3,133,100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3% 3,000,000    

陈飞 境内自然人 0.33% 2,308,252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31% 2,180,000    

谭富明 境内自然人 0.29% 2,021,484    

韩学文 境内自然人 0.25% 1,720,000    

李玉洁 境内自然人 0.25% 1,71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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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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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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杨宝良通过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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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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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股股份；陈飞通过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308,252 股股份；陈峰通过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980,000 股股份；谭富明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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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464,184 股股份；李

玉洁通过国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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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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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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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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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公司连续第七年实现客车销量过万，合计销售各类客车 10,131 辆，

同比增长 1.14%；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7.57 亿元，同比增长 18.28%；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35 万元，同比增长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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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整车 3,485,828,367.63 -965,655,487.33 -27.70% 12.89% 20.59%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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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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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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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

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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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本公司通过投资设立方式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苏州安凯、北京新安

凯、深圳安凯和哈尔滨安凯，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