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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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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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007,727,65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4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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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机械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费广胜

办公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 号

传真

0516-87565610

电话

0516-87565621

电子信箱

fgs@xcmg.com

000425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征
公司所处行业为工程机械行业，工程机械行业在制造业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
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统计，工程机械包括铲土运输
机械、挖掘机械、起重机械、工业车辆、路面机械等二十大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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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行业应用广泛，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大型工程、抢险救灾、
交通运输、自然资源采掘等领域，总体需求量与固定资产投资额高度相关，受宏观经济周期
性变化的直接影响，具备一定的周期性。但从国际市场来看，区域经济景气度存在差异性，
工程机械呈现弱周期性，因此国际化是公司坚定不移的战略。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成熟度高、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行业集中度持续
提升，龙头企业市场地位日益突出。2011-2016年行业周期深度调整中，部分企业退出工程机
械行业，2016年下半年开始，行业迎来触底反弹，龙头企业凭借产品、渠道及规模优势迅速
抢占市场。二是龙头企业积极延伸产品线，产品多元化，以适应工程大型化对全系列产品的
需求。三是行业龙头积极布局液压系统、电控系统等核心零部件资源以完善产业链布局，竞
争优势更为明显。
（二）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主要从事起重机械、
铲运机械、压实机械、路面机械、桩工机械、消防机械、环卫机械和其他工程机械及备件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和服务工作。其中，轮式起重机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随车起重机、履带
起重机、压路机、平地机、水平定向钻机、旋挖钻机、举高类消防车等多项核心产品市场占
有率稳居国内第一。
公司是行业内领先的全系列工程装备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对
常规产品根据年度预算目标制定年度产销计划，并结合市场销售情况调整确定月度采购和产
销计划。对于部分大吨位的产品，按照销售订单的数量安排采购和生产。公司集中采购主要
原材料和零部件，优化供应链管理，确保采购质量和效率，并通过长期合作和规模采购保证
一定的价格优势。产品销售方面，公司根据各产品的市场特点采用直销和经销两种方式。
公司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领域极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公司，是国内行业标准的开发者和
制定者，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中产品品种与系列最多元化、最齐全的公司，也是品牌影响
力最大的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企业，竞争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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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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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9,131,104,625.60

16,891,229,92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617,730.33

208,583,211.01

389.31%

56,673,07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9,252,506.69

-6,205,558.22

--

-851,117,15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3,411,289.09

2,245,340,336.56

40.44%

110,573,532.13

注

0.030

366.67%

0.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030

366.67%

0.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1.01% 增加 3.69 个百分点

0.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72.46% 16,695,781,583.3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49,770,025,360.69

43,977,053,707.26

13.17% 42,760,398,30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018,080,378.21

20,457,846,461.23

17.40% 20,604,094,466.57

注 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需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可续期债券的利息, 2017 年度可续期债券利息为 3,842.14 万元; 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不包括可续期债券持有者享有的净资产,2017 年末公司发行的可
续期债券账面余额为 268,628.49 万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997,901,569.33

8,442,608,084.28

7,103,771,299.16

7,586,823,67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818,831.99

348,488,921.08

227,544,211.75

242,765,76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060,639.78

316,825,944.84

195,884,951.34

155,480,97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633,739.77

973,689,316.06

554,942,773.67

933,145,4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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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69,749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79,60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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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集团工程
国有法人
机械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42.60%

持股数量
2,985,04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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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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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280 号 其他
证券投资集合
信托计划

2.16%

151,605,72
7

中国证券金融 境内非国
股份有限公司 有法人

1.77%

124,199,55
3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279 号 其他
证券投资集合
信托计划

1.34% 94,051,020

上海农村商业
境内非国
银行股份有限
有法人
公司

1.08% 75,428,15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 其他
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92% 64,338,593

申万宏源证券
－工商银行－
申万宏源宝鼎 其他
众盈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0.71% 49,416,486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64% 45,109,853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零八组合

0.63% 43,813,902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四一二组合

0.59% 41,507,760

上述股东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于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形外，未知其他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行动的说明
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无。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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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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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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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16 徐工 01
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12312.SZ

2021 年 01 月 11
日

150,000

3.54%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16 徐工 02
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12462.SZ

2021 年 10 月 24
日

150,000

3.10%

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
17 徐工 Y1
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112592.SZ

270,000

5.30%

2017 年 1 月 11 日，公司完成“16 徐工 01”公司债券报告期内的付息工作；2017 年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10 月 24 日，公司已完成“16 徐工 02”公司债券报告期内的付息工作，“17 徐工 Y1”
兑付情况
可续期公司债券首个付息日为 2018 年 09 月 25 日，报告期内未还本付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6徐工01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出具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与
前一次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2018年5月底前出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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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结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6徐工02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出具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2017）》，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与
之前出具的信用报告，不存在评级差异。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2018年5月底前出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结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7徐工Y1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与之
前出具的信用报告，不存在评级差异。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2018年5月底前出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结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资产负债率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51.67%

53.43%

-1.76%

9.40%

7.23%

2.17%

3.99

1.42

180.99%

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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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程机械业

（一）2017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1.31亿元，同比增长72.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21
亿元，同比增长389.31%。公司全面强控风险、提升经营质量，应收账款同比压降6.02%；经
营现金流净额31.53亿元，同比增长40.44%；净资产收益率4.70%，同比增长3.69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51.67%，同比下降1.76个百分点，整体运营更加健康、持续、高质量。
（二）2017年主要工作情况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春风扑面般巨大关怀视察徐工。在57分钟视察和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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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充分肯定企业继承红色基因、适应时代发展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徐
工的发展道路，勉励徐工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为我们国家“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1.系列指标开创有质量高速增长新格局。“十二五”以来，工程机械行业由十年黄金期转
入五年断崖锐降期，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班子始终牢牢把握住“一二三三四四”指导思想之下的
高质量发展战略大方向，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守主业、调整结构、苦练内功，历经寒冬考验
与烈火淬炼，终于迎来爆发增长、再攀高峰的关键转折点。在2016年行业主要企业中徐工率
先折回头往上走的基础上，2017年，从主要指标看，公司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净利润增幅是
收入增幅的5.4倍；应收账款、经营现金流净额、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三项费用占收
入比重等系列风控、效益、健康指标持续压实，支撑公司在“三有一可”高质量发展之路上不
断迈上新台阶。英国KHL最新发布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排行榜上，母公司徐工集团新晋一位，
持续领跑中国企业居第6位，是唯一持续保持在全球行业前十强的中国企业。一号工程实现有
质量压降新效果。在收入大幅增长下，2017年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压降6.02%。公司上下积极配
合法院系统在全国开展维护徐工权益的执行攻坚专项行动，有力震慑了老赖客户，有效推动
了应收账款清收。
2.全线板块形成爆发增长新支撑。聚力打造拳头产业。移动式起重机市场占有率世界第
一，总书记试驾的G1代新产品销量比重达50%；百吨级以上大吨位移动式起重机市场占有率
达55.6%，以绝对领先优势稳居行业第一位置；千吨级以上全地面起重机全面替代进口形成市
场主导优势；履带吊市场占有率提升10.3个百分点跃居行业第一。装载机巩固住行业第三位。
细分领域产品全面发力增长。成套筑路机械行业第一优势巩固拓展，继徐工重型、徐工基础
被工信部授予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之后，压路机再次被工信部授予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大
型成套筑路机械领先优势持续突显，双钢轮压路机、12米以上摊铺机、200马力以上平地机市
场占有率分别提升了4.3个、13.6个、10.1个百分点；新组建的养护机械专业化公司收入破2亿。
平地机市场占有率达36.4%，同比提升6.6个百分点，稳居行业第一。旋挖钻机、水平定向钻
两钻产品市场占有率分别达36.5%和40.8%，均稳居行业第一。举升类消防车市场占有率
45.9%，桥梁检测车市场占有率47%，随车吊市场占有率57.4%，均高居行业第一位置。新产
品高空作业车跻身国内行业前两强；高空作业平台收入2.4亿，同比增长139%，跻身国内市场
前五强。零部件企业高端液压阀、智能控制系统及新型电控箱形成批量产出能力；360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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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缸以工作时长超过10000小时跻身该领域世界最顶尖产品行列。新产业爆发成长。环境产
业拿下近50亿环卫一体化大单。信息技术公司成为工业互联网领域前三强，在新三板挂牌上
市。财务公司、投资公司推动产融结合迈开新步伐。
3.国际化事业开创发力表现新局面。进出口公司大平台作用全面加强，多年培育成长起
来的市场经理、产品经理、商务经理、服务经理“四位一体”强大国际化队伍担当起尖刀班开
拓重任，成为海外阵地战拼抢大单主力军，加上事业部强大协同，全球搏杀中将国内对手远
远甩在身后。海外市场表现成为全年大亮点。根据海关年报数据，以进出口公司大平台为全
球市场开拓主力军，徐工品牌出口总额稳居行业第1位。其中，亚太区出口额同比增长71%，
首次成为中资品牌第一。批量拿下全地面起重机出口订单，在德国使用受用户青睐。海外事
业布局全面取得扎实进展。巴西公司加强用徐工先进文化制度管理企业，提高了职工工作效
率，激发了巴籍职工积极性；向南美八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6倍；挖掘装载机开始当地化研发
生产，逐步实现在南美的当地化全面扎根。
4.技术创新加快突破推动落地行动金标准。推进质量2020-用不毁提升工程。行动金标
准上升为公司的质量方针，推动产品质量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新一代重大创新产品加快走
向市场。总书记视察过的“全球第一吊”4000吨履带起重机完成近百次吊装，全球首台八轴1200
吨全地面起重机交付大客户备受认可。坚定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始终保持军用工程机械行业
第一位，成立军品研究所，加紧全新军品开发；被总书记誉为“钢铁螳螂”的军工产品山地挖
掘机获部队超亿元订单。国内最大马力GR500平地机下线，多功能抑尘车、水井钻机等新产
品倍受用户青睐。9个项目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制订国家及行业标准78
项；新增授权专利691项；拥有有效授权专利4493项、发明专利1041项，PCT国际专利19件取
得国外授权；徐工重型获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全球研发加快布局。创建江苏省创新中
心；加紧实施无人操控、全自动变速箱等重大研发项目；大型工程机械整机性能测试综合试
验场投入使用，充分践行了技术领先、用不毁的行动金标准。
5.管理年推动各项管控水平提升上台阶。全面实施新业务混改。养护机械、跨境电商、
直销公司、环境公司等新企业完成及推进混改，体现了业绩增长快、运营质量高特点。完成
27亿元可续期公司债发行；定增项目通过证监会审核。实施智能制造新规划。推进大吨位起
重机智能制造提升计划，消防装备智能制造新基地奠基建设，实施液压件以智能制造改造为
核心的技改新工程，实施桩工机械等技改项目，推进高空作业车智能制造新基地项目。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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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布局环境产业，与博德尔成立合资公司，推动辽宁公司增资建设。推进信息化融合提升。
构建统一智能供应链系统，推进全价值链供应链管理深度对接；架构工业云平台，加快全球
协同研发平台建设；启动流程信息化，完成试点单位业务流程集成。公司在智能制造、两化
融合、服务型制造、双创平台建设领域被国家评为示范试点企业。强化基础管理提升。供应
公司多措并举实现集采降本。成立备件监督管理部和安全环保部，推进全球备件中心建设，
不断筑牢安全环保根基。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 2017
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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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机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10,631,273,397.85 2,456,451,971.98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23.11%

94.01%

95.29%

-0.50%

铲运机械

3,586,150,966.15

727,475,394.11

20.29%

48.04%

42.35%

3.18%

桩工机械

3,327,196,579.02

744,754,878.93

22.38%

39.53%

69.11%

0.20%

工程机械备
件及其他

5,148,581,153.76

415,926,598.47

8.08%

83.99%

94.34%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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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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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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 其他收益本期金额增加57,142,822.93
将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元，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减少
补助重分类到"其他收益"科目，比较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57,142,822.93元。
数据不调整。
按"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 资产处置收益上期增加11,754,479.58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元，本期减少9,019,833.70元，营业外
将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中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收入上期减少14,881,224.74元，本期
列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到"资产
减少5525282.88元，营业外支出上期
处置收益"科目，比较数据调整。
减少3,126,745.16元，本期减少
14,545,116.58元。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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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徐工（重庆）隧道装备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博德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取得方式
新设方式
新设方式
新设方式

董事长：王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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