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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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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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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86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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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51-62297712;63732002

0551-62297712

电子信箱

zqb@ankai.com

zqb@ank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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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376,693,836.45

1,779,329,876.02

3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783,963.06

19,203,225.65

-24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5,834,518.36

8,909,217.72

-83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2,287,413.19

-1,181,047,480.08

16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1.50%

-3.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8,987,888,124.10

9,078,413,495.82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2,111,411.05

1,320,244,909.95

-2.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8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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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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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54%

3,7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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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基金

0.39%

2,700,410

黄平

境内自然人

0.38%

2,677,803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5%

2,463,047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0.35%

2,438,900

谢永忠

境内自然人

0.30%

2,092,177

李玉洁

境内自然人

0.30%

2,080,000

杨宝良

境内自然人

0.28%

1,939,901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64,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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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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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4,300 股股份；黄
平通过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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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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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3,047 股股份；谢慧明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4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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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000 股股份；谢永忠通过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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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090 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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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501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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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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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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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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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重精准营销，持续提升营销力。
国内营销方面，进一步调整优化组织架构，实现销售一线扁平化管理，提高对市场的快
速反应能力。2017年上半年组织开展了各类营销推广活动29次。开展了A9、K8、K7等重点新
产品推广，特别是高端新产品A9在北京成功上市发布，行业反响热烈；通过沙特600台A9交付
仪式、安凯大家园“百城千校”校车公益行、A9美丽中国行等大型营销活动，大大提升了企
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
国际营销方面，聚焦重点市场，深化营销管理创新，梳理并明确了沙特、BIGBUS等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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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市场，加强批量订单项目管理，取得较为显著成效。上半年公司出口沙特600台客车、缅
甸500台客车，充分体现了项目管理的效果。上半年，安凯出口实现销量1205辆，同比大幅增
长2014%。
深入实践“客户至上”，强化规范客户接待，优化提车流程，上半年客户满意度达99.45%，
同比有较大提高。
（2）坚持“对、好、优”，产品研发等取得新成果
上半年，公司启动了18款新车型的研发，其中16款车型图纸已设计完成，3款车型进入试
验阶段，3款车型试验完成。
一批有竞争力的产品研发取得重要进展。A9高档车项目顺利实现商品化，并小批量投入
全国两会服务，沙特版A9客车完成海湾认证并形成600台销售，欧洲版A9高档车全面进入试验
认证阶段；完成7.5米K8车型多配置的开发及验证，进入小批量生产；6米和6.6米K8前置车样
车进入总装调试阶段；完成新款6.6米、8米校车样车试制工作；完成F7升级版状态切换并进
行验证；欧洲版双层G9纯电公交整车完成测试试验；第六代纯电动公交车型完成技术设计工
作； 6-8米、8-10米、10-12米三个平台系列纯电动客车完成开发与优化，兼顾快充与慢充快
补，有效应对市场的多层次需求； 8-10米、10-12米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客车平台完成开发。
积极推进氢燃料、智能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在产品上的开发应用。
新能源自主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采用自主ISG混联系统高效轻量化的同轴双永磁电机
系统，实际工况节油率可实现＞40%，防护等级达到IP67，可涉水500mm运行，电驱动系统免
维护。自主100KW永磁电机开发完成小批量试制及台架测试，通过提高电机控制器的输出电压，
系统效率相比首轮产品平均提高3%。
上半年共申请专利118项，其中发明专利29项，实用新型专利77项，外观专利12项；共获
得授权专利235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77项，外观专利30项。
（3）扎实开展质量改进活动，系统提升品质保证能力
扎实开展“皇冠行动”，评比车辆由原先的样车调整为从订单车中随机抽取，提升了“皇
冠行动”的活动实效，上半年完成精确下料、精准焊接、精美涂装的验收和评比，有效提升
了一次交验合格率。
认真开展质量改进活动，提升产品精细化水平。制定2017年度“五路“提升方案，重点
对电路、胶路、油路、水路、气路进行控制，有效提升了产品过程实物质量；持续提升车辆
外观质量，重点关注骨架精度、车身蒙皮平整度和油漆外观质量提升；持续开展公司级AUDIT
评审，重点开展首台车评审；组织生产一致性等评审活动，进一步保障了产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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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系内审，上半年邀请外部专家开展了2期质量管理体系内审，不断完善优化公司内
部各业务流程和价值链，系统促进了产品品质的提升。
（4）深化MCU，成本管理有成效
2017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开展主导产品的合理成本设计。通过加强对新能源零部件价格谈
判力度，有效地改善了订单的盈利水平。
成本管理基础性工作逐步夯实，2017年上半年修订成本定额和专业厂成本控制方案，积
极开展辅材和部分主材的验证工作，积极开展生产成本验证工作。
（5）优化过程管控，系统提升制造能力
积极推进制造力提升工程，围绕员工技能、工装设备能力、物料保障能力和方法、环境
的持续改善等五大方面优化提升，尤其是在生产交货期趋紧的情况下，通过积极组织、合理
策划，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生产任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生产制造能力。积极推进生产节
拍化管理，做好瓶颈工序改善，上半年四个生产厂准时交付率均达标。
加强物料交期管理，强化供应商的绩效管理，完善现行合格供方评价管理办法，优化完
善供应商评价体系。
完善并修订EHS管理相关制度，初步建立消防管理的基础信息台帐，提升了环保安全基础
管理水平。上半年未发生工伤事故，无重大火灾、职业病事故发生。
（6）积极推进卓越绩效管理，公司管理更加高效规范
建章立制，强化对人、事、物的有序管理。上半年共计新制定制度8个，新修订制度28
个，各类公司级制度共210个，基本实现了各项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加强制度执行的巡查整改，
上半年开展2次制度内审，开具不符合项22项，到期13项已全部整改封闭。
持续强化信息化能力建设，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上半年新开发了计划管理系统、物料
预应和缺件反馈系统、国际公司售后服务、电子图册系统；拓展车联网系统应用，为新能源
新公告车型过检、售后服务里程达标提供了信息化支持；推进异地子公司PLM系统建设，进一
步提升协同研发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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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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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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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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准
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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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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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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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对安徽凯
亚进行增资，其中本公司增资528.9万元，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增资471.1万元。增资后安
徽凯亚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51%，自2017年3月22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戴茂方
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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