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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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柳工 股票代码 0005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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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华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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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293,406,072.77 12,584,687,456.76 12,584,687,456.76 -18.21% 12,629,666,551.76 12,629,666,55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8,520,018.97 335,168,528.25 331,989,364.17 -40.20% 278,355,451.39 187,042,6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79,118,366.68 253,926,936.17 250,747,772.09 -68.45% 158,457,249.27 67,144,41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4,442,986.46 1,083,445,163.59 1,083,445,163.59 -48.83% 577,464,894.92 577,464,894.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64 0.2979 0.2950 -40.20% 0.2474 0.16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64 0.2979 0.2950 -40.20% 0.2474 0.166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6% 3.60% 3.61% -1.45% 3.01% 2.03%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801,901,583.00 22,179,900,317.30 22,568,827,552.31 -7.83% 22,583,924,812.36 22,925,995,1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96,858,666.95 9,334,074,112.20 9,245,070,115.20 -1.60% 9,295,269,531.38 9,203,956,698.4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3,3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1,69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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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8% 393,562,664 0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17,499,902 -100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8% 9,955,000 -5,045,0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57% 6,359,129 6,359,12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其他 0.56% 6,258,649 6,258,6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5,402,978 5,402,97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其他 0.44% 5,000,000 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4,612,925 4,612,9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532,059 4,532,059

中国建设银行－信诚精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4,299,773 4,299,7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柳工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2）公司

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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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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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和分析

(一)、宏观经济及行业运行情况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下，2014年的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全球经济呈现弱势、不均衡复苏态势，美国结束了第三次

量化宽松政策并出现了经济增长，而欧洲经济低迷，通缩风险凸显，新兴国家总体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

过渡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结

构调整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如房地产、采矿业等方面的投资增速下降，使相关业务的较大存量设备开工率低、上下游

新增设备需求低迷、产能过剩与库存增加，2014年中国主要土方工程机械产品（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行

业销量持续下滑约20%，大部分企业的盈利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工程机械行业正处于下滑的谷底。

(二)、公司全年经营回顾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继续努力开

拓国内外市场、保持产品技术持续创新、不断提升质量水平、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提升人员效率等，确保了公司的运营稳健与

持续发展。

1、对外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全面协调发展。公司通过市场调研与代理商、客户访问，重新归纳了柳工产品在市场上的卓

越表现，再次向国内外市场传递了“极限工况，强悍设备” 的产品品牌形象，使公司持续信守了高可靠、简明易用与提供全系

列产品的品牌承诺；

中国市场方面：产品推广上，装载机全面推广CLG856H装载机上市、配有广西康明斯发动机动力与采埃孚传动件的产品，

中大挖掘机销量占比提升至35.9%，并成功打造了两款明星机型933E和948E挖掘机，大力推进电动叉车、仓储叉车及电动牵引

车的销售；销售管理上，通过渠道评价针对性地辅导与改善经销商，通过官网的电子商务专区、网络微信等方式，推出了产品

信息和促销信息，并与经销商、客户进行互动，提高了市场效应效率；客户开发上，跟进实施重点行业、重点大项目客户开发，

全年公司新签约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参加重大项目的成功中标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述举措，使公司全年国内业绩优于行业

平均水平，其中装载机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挖掘机和压路机逆势增长，挖掘机行业增速第一，高于行业22个百分点，压路

机行业增速位于行业前列，高出行业12个百分点。

海外市场方面：销售渠道上，通过对海外重点产品、重点市场和重点经销商进行优质资源投入，对中东、东南亚等重点核

心市场进行推广，推进全球营销网点的建设与培养，全年有近30家新经销商加盟柳工的海外营销渠道；海外制造布局上，顺利

完成阿根廷项目的建设与投产、巴西制造基地项目等，同时提升波兰、印度海外生产基地的运营效率，并持续打造波兰Dressta

推土机产品“重载作业专家”的行业品牌形象；海外资金管理平台上，柳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的成立与稳步运行，搭建了柳工

全球资金运作的平台，为海外经销商销售、融资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之处，并使公司逐步奠定了全球竞争的基础；产品上，新产

品CLG856H装载机已进入国际市场试销阶段，E系列挖掘机在部分高端市场迅速抢占份额；B系列滑移装载机在欧洲、两头忙

在中东亚推广效果显著；营销推广上，公司的全系列产品不但参展了美国、俄罗斯等地举办的重大行业展会，赢得了国际市场

客户的广泛认知，而且延续了公司在中国产品出口与海外营销制造的领先地位。这些举措使装载机、挖掘机、压路机、平地机

出口量继续保持行业前列。

2、对内加强管理，确保财务资源与资产运营管理稳健可控。在资产管理上，公司继续实施稳健可靠的财务管控策略与措

施，风险资产管理有效，其中风险存货稳步下降并有效改善；在成本控制上，公司的对应控制效果良好，在整体市场需求低迷、

销售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营业成本也同步下降，使公司的产品毛利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并比去年提升1.28个百分点；在运营效

率上，公司对营运资产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管理，现金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财务费用大幅降低；在外汇管理上，公司在外汇资产

管理与风险控制中通过多种方案，有效降低了外汇风险敞口，汇兑损失得到有效控制；在内部管理上，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组织

效率优化提升工作，改善了闲置资产与设备能力利用，对天津、常州、柳州总部的生产进行了战略调整与优化整合，其中天津

柳工推土机业务转移至常州经营后，可共享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效率并改善运营效果。上述

这些工作改善，进一步使公司取得了内部资产优化稳定，人员与组织精简的效果，为市场竞争力提升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3、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引领技术发展。公司在行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并未放松对研发工作，全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4.05%，确保重点研发项目的顺利开展，研发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一是公司全面实施各产品线更新

换代， 目前拥有柳工统一家族外观的H系列装载机、E系列挖掘机、B系列滑移装载机、A系列挖掘装载机部分产品已经陆续上

市，市场上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研发满足欧美IV阶段排放需求的装载机、挖掘机、压路机、滑移装载机和叉车，目前

大部分产品已经进入试验阶段，预计2015年将陆续投放至欧美高端市场。二是公司提升研究成果应用，比如使电控系统可靠

性提高3倍；减震降噪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公司装载机、挖掘机等产品在噪声指标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技术获得了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的荣誉；三是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合作，公司继续深化与美国康明斯（发动机领域）、德国采埃孚

（传动件领域）等世界一流企业的合资合作项目，进行了一系列产品的国际联合研发，并逐步实现在市场上的批量销售，这些

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应用与开发，使柳工产品在技术性能、可靠性与作业效率均保持了行业的领先地位，获得了国内外

中高端客户的认可与海外发达国家市场营销的突破。 通过技术研发的持续推进， 柳工的国家土方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

2014年通过科技部验收评估并获得正式命名成立，是我国土方机械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报告期内，全球工程机械市场的激烈竞争及市场需求的大幅波动，均给公司经营带来了巨大挑战，经营业绩出现下滑。面

对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进等不利因素，公司对外持续倡导行业回归价值导向的规范化竞争，对内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加

强产品技术研发与贮备，确保公司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除了取得以上经营成果以外，还获得了以下主要荣誉：

●荣获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评选的“全球成长性公司” ；

●荣获CREATIVE� Group公司评选的“BEI亚洲奖的杰出奖” ；

●荣获波兰外国直接投资局（FDI� Poland）评选的“波兰最佳中国投资者” ；

●荣获美国GE公司评选的“波兰2014年度最具竞争力供应商奖” ；

●荣获波兰《市场各界》等知名杂志评选的“波兰2014年度最佳雇主奖” ；

●荣获《环球企业家》杂志评选的“2013-2014中国最佳表现公司” ；

●再次荣获中国质量协会评选的“全国质量奖” ；

●荣获工业和信息化部评选的“工业企业质量标杆” ；

●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选的“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 ；

●荣获中央组织部等评选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

●荣获中国工业论坛评选的“2013中国工业示范单位” ；

●荣获全国总工会评选的“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

●荣获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评选的“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 。

●荣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评选的“全国机械行业文明单位” ；

●荣获中国工程机械CIO高峰论坛评选的工程机械行业“电商应用先锋奖” ；

●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评选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第十名” ；

●荣获中国资本市场西部发展论坛组委会评选的“2014�中国西部上市公司50�强” 。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略好于2014年，但仍然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美国经济将保持回升态势，欧日经济将依

然低迷，新兴经济体总体仍处于增长调整期，普遍面临结构调整和经济下行压力。受“三期叠加” 的影响，中国经济仍处调整

期，GDP增速在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维持稳中略降的态势，但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粮食仓储设施，高速铁路、机场、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仍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以及“一带一路” 的国际

合作平台建设，将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等装备走向世界，这

将为工程机械需求提供一定的支撑。

工程机械行业进入长周期的调整和整合期，包括主机企业、代理商和供应商等，市场的涨跌将成为常态；中国市场国际

化，外资品牌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主流企业群体，并不断引领行业的国际化竞争。中国品牌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

化竞争将是中国企业的新常态。行业竞争更加注重技术创新、高品质产品、价值营销、组织效率、专业化、管理科学等关键成功

因素；从单一的产品和服务竞争转向为从研发、供应链、制造体系、营销、后市场和客户群的产业价值链的精益化竞争趋势。

2、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新年度经营计划

（1）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以装载机、挖掘机产品为核心，着力发展叉车业务，培育矿山机械等大型装备为柳工新的增长点；迅速弥补能力短板，沿

价值链前端加速发展核心零部件及其市场化能力，沿价值链后端加速发展，打造融资租赁、服务配件和再制造等后市场竞争

力以及协同效率，形成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强化中国市场，打造土石方机械绝对领先优势，着力于新兴市

场，打造柳工核心竞争优势；着眼于成熟市场，并在成熟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区域战略为着力点，最终形成区域提供全面

解决方案的能力。

（2）公司新年度经营计划

全面持续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规划，通过人力资源优化、绩效与激励体系改革以及人才培养，提高组织的效率，加快技

术创新能力，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与产品技术进步，全系列产品批量换代上市。加快提升核心零部件的盈利能力，提高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并通过后市场业务等各环节的优化，不断提升国内、国际渠道能力，从而提高柳工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

内部管控和优化公司主要管理流程，提升公司在价值链环节的综合能力，进而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2015年销售收

入目标110亿元。

（3）公司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对策

按重要性原则排序，本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及采取的对策如下：

1）行业增速继续放缓、产能过剩风险

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未来工程机械行业的需求增长将会继续放缓，甚至有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滑，造成公司产能得不

到有效释放，这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风险对策】公司将持续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提高产品品牌影响力、发挥营销服务优势、加强成本控制和管理，进

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装载机业务的竞争优势，提高挖掘机的竞争能力，加强叉车、推土机、路面机械和小型工

程机械等战略性业务的有效协同发展。公司继续注重提升产品质量、核心技术能力和产品稳定性。通过设计的模块化、标准化

及精益生产管理，提高企业效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力开展二手设备、租赁、配件销售、增值服务等后市

场业务。公司董事会及经理层密切关注宏观政策和行业动态，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建立预防调整策略和方案提供

依据。同时，公司加快对海外市场的投入，加快完善国际营销网络的布局，着重开拓重点区域、重点市场，将有力分散由单一市

场带来的风险。继续在海外设立制造公司以执行当地化策略，将进一步消化公司过剩产能、提升海外零部件需求与市场拓展，

海外业务将继续提升公司品牌声誉与市场占有率。通过内部组织变革，提升工作效率。通过业务整合与优化，提升管理效率并

改善运营效果；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工作效率也通过岗位能力匹配与组织整合，提升了人员效率与市场反应速度。

2）市场无序竞争冲击市场份额的风险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仍然是全球市场增长引擎。国际领先企业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且占领高端市

场；民营企业、新兴企业比较灵活，且对市场反应的速度较快，面对部分产品加速同质化，行业竞争模式不断升级，出现行业价

格战、高风险的信用销售等无序竞争的局面。若公司不能有效应对，将面临不进则退，市场份额受到冲击的风险。

【风险对策】公司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行业领先的国内外经销及服务网络、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品

牌价值、优异的产品质量及性能、全系列产品线、先进的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等。同时公司将继续通过倾力打造核心竞争力树

立柳工更具竞争能力的柳工品牌形象；通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等措施，提升公司各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有效控

制信用销售，以应对市场的无序竞争。通过内部组织变革，提升工作效率。通过业务整合与优化，提升管理效率并改善运营效

果；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工作效率也通过岗位能力匹配与组织整合，提升了人员效率与市场反应速度。市场无序竞争使信

用销售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有效与准确地进行公司的资产管理与积极改善，公司在2015年修订了变更会计计提政策，此次

变更使柳工总体经营更加贴近市场竞争与积极应对，也使公司更加稳健、灵活与快速解决风险资产与公司收益相关性，有利

于公司未来提高市场竞争力与综合效益。

3）生产要素成本变动带来的市场风险

公司生产产品所需的主要相关原材料为钢材、橡胶与油料，这些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对公司的产品成本影响巨大，根据当

前国际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价格的趋势，大部分原材料成本已经处于历史最低点，但未来回升与上涨的可能较大，同时人工

成本的上升将对公司成本控制带来较大压力。此外，公司本币是人民币，国际业务中的美元、欧元以及各种外币的汇率变化均

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影响，给未来运营管理中的财务成本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风险对策】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较多的成功经验。公司将继续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通过事前反馈和

库存管理等多种措施严格执行成本预算和费用控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和工艺水平；通过再制造业

务能力的提升，减少原材料等的采购成本；通过招标、加强与原材料采购商的业务关系等方式降低成本；通过持续推进人力资

源方面的优化工作，进一步完善组织的责权体系和管控流程，明确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责权利的对等统一，注重关键岗位的

人才培养，完善薪酬绩效管理机制，从而逐步提高人员的效率；应对外汇汇率波动，公司已经设定了专门组织机构与专业人

员，定期及时监控汇率变化，采用合理科学的策略，合法合规地有效控制公司各类外汇敞口，确保公司在外汇损益中的风险可

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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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国家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 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

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 ———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 ——— 合营安

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 ——— 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以下简称：

“新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

则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

整。 本公司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

调整。

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要求统一调

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其他

流动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

股权投资、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

费、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递延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其他综合收益、未分配利润

会计政策变更对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影响

项目 受影响金额

资产负债表：

其他流动资产 388,927,235.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829,5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3,829,500.00

应付职工薪酬 5,036,070.75

应交税费 388,927,235.0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83,967,926.25

递延收益 326,943,658.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326,943,658.6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3,399,457.44

其他综合收益 -7,911,457.44

未分配利润 -94,491,997.00

利润表：

管理费用 395,597.69

财务费用 2,783,566.39

营业利润 -3,179,164.08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939,938.75

利润总额 -3,179,164.08

净利润 -3,179,164.08

其他综合收益 5,488,000.00

综合收益总额 2,308,8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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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情况：

（1）投资设立子公司山东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8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同意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在山东省临沂市投资成立山东柳工叉

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由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出资。山东柳工叉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成立，注册

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兰谷。经营范围：生产叉车、工程机械，租赁叉车及工程机械，销售叉车、工程机械、汽车、

叉车零配件，汽车、叉车修理，日用百货，建陶材料，五金交电，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投资设立子公司柳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25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在香港设立柳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Liugong�

Machinery� Hongkong� Co.,� Ltd.），注册资本400万美元。由本公司出资。柳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成立，注册资

本4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罗国兵。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及相关零部件的采购及销售。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28� � �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15-06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柳工” ）董事会于2015年3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公司总部12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监

事会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曾光安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经会议审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放2014年度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1、同意按照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发放2014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报告》发放2014年度公司高管人员薪酬。

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黄祥全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

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项议案获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全票赞成通过。

2、同意对黄敏副总裁2014年的突出贡献予以表彰。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第四季度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4年第4季度末各项资产减值准备75,482万元：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年初余额为21,280万元， 本年增加13,766万

元，本年减少17,117万元，期末余额为17,929万元，与年初相比计提减少3,351万元；坏账准备年初余额为50,788万元，本年计提

19,182万元，本年减少14,434万元，年末余额为55,536万元，与年初相比计提增加4,748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年初减值余额为2,927

万元，本年减少909万元，年末减值余额为2,017万元。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4年应收款项核销，本次申请核销账面金额合计23,496,355元，前期已计提减值23,380,772元，核销影响当期损

益-115,582元。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资产处置事项及2015年资产处置计划的议案》。

1、同意公司2014年资产处置事项：（1）2014年处置各类资产原值（不含债权机）54,500万元，累计处置收入41,044万，累计

损失5,060万，影响当期获得收益1,501万元；（2）2014年共处置二手机原值20,464万元，收入13,010万元，累计损失6,131万元。

2、同意公司2015年风险资产减值与处置计划。

同意对公司经理层或子公司董事会对资产处置事项进行授权。责成经理层在各单位资产处置完成后，由总部相关职能部

门组织对资产处置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责任评审、追究和绩效考核，并定期将处置及评审考核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确认201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从关联方采购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劳务

等实际发生161,812万元，占该项全年预计总金额186,769万元的87%；向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

及提供劳务等实际发生12,927万元，占该项全年预计总金额18,722万元的69%。

2、同意公司2015年从关联方采购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253,780万元，占公司

总采购额的16.24%； 向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 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提供劳务16,236万元， 占全部零部件销售的

1.10%。

3、同意将预计公司201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270,

016万元，达到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909,686万元的29.68%，超过5%的董事会审批权限）。关联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及有关高管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含子项）时相应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中：

1、对与合资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兼

任上述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

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2、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

决。

3、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

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4、对与柳工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柳工集团兼职的三名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何世纪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该项议案（含子项）获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全票赞成通过。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198,520,018.97元，加上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3,901,069,775.03元，合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

099,589,794.00元，减去已分配的公司2013年度（上年度）现金股利281,310,534.00元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818,279,260.00元。

董事会考虑公司资金状况及股东利益，拟对公司2014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以2014年末总股本1,125,242,136股

为基数，按每10股派1.50元（含税）进行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

派发给公司股东。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见公司同时披露的《柳工2014年年度报告》和《2015-08柳工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详情见公司同时披露的《柳工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成立上海柳工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和卢玉彪先生在上海市共同投资成立上海柳工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28� � �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2015-07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14年度并预计2015年度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译义：柳工集团、集团公司均指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柳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或公司参股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广西威翔机

械有限公司、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北京首钢重型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确认2014年度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2014年公司实际向关联方采购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劳务等全年实际发生161,812万元，实际采

购交易额占预计采购交易额的87%； 向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 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提供劳务等全年实际发生12,

927万元，实际销售交易额占预计采购交易额的69%。

2014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情况表：（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资产名称 关联人 全年预计 全年实际

本报告期占

全年预计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向关联

方采购

工程机

械产品、

各种零

部件及

接受劳

务

专用变速箱、装配件等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19,138 17,694 92%

占公司总

采购额的

14.87%

平地机构件、铲斗、摇

臂

广西柳工铸铁件有限公司 2,992 4,571 153%

柴油机、马达等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25,563 25,501 100%

驾驶室等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47,341 39,571 84%

联营、合营关联小计 95,034 87,337

滚轮、装配件等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8,792 9,602 109%

耐磨板、融资租赁产品

等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5,354 18,672 122%

桩工机械等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000 0%

资产租赁（土地）、缸

阀下级毛坯、螺柱等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13,296 6,494 49%

润滑油、脂、冷却液等 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10,207 8,092 79%

空调、暖风机等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1,828 974 53%

润滑油、脂、冷却液等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18,900 17,087 90%

结构件散件等 山东柳工混凝土设备有限公司 595 2,342 394%

协议工劳务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21,763 11,212 52%

集团关联小计 91,735 74,475

采购合计 186,769 161,812 87%

向关联

方销售

工程机

械产品、

零部件

及提供

服务

铸件、行星轮架等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4,385 4,153 95%

占公司总

销售收入

的1.26%

钢管、软管等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8,399 5,230 62%

配件 广西柳工铸铁件有限公司 936 2,218 237%

马达等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250 402 161%

联营、合营关联小计 13,970 12,003

配件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7 215 104%

配套件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1,299 445 34%

配件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 0%

移动、破碎、分离设备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100 122 122%

运输服务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146 136 93%

集团关联小计 4,752 924

销售合计 18,722 12,927 69%

上述两类关联交易总计 205,491 174,739 85%

说明：（1）2014年本公司年初预计从关联方采购工程机械产品、 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291,

850万元；向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提供劳务11,063万元。

（2）2014年10月份，根据市场形势以及实际业务的发展需要，公司经2014年11月19日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对年初关联交易

金额进行了如下调整：

采购：1）、因市场形势变化，关联采购金额调减10,7872万元；

2）、因业务调整，新增向柳州柳工铸铁件有限公司采购2,790万元；

销售：1）、因业务发展，年初估计不足，调增销售金额6,931万元；

2）、因业务，新增向柳州柳工铸铁件有限公司销售936万元；

2、预计2015年度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预计2015年度从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柳工混凝

土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

限公司、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江苏海普瑞斯轴承有限公

司、江苏鸿得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柳州天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工程机械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接受劳务253,780

万元，占公司总采购额的16.24%；向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采埃孚柳州

驱动桥有限公司、柳工美卓建筑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扬州柳

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工程机械

产品、有关的各种零部件等物资及提供劳务16,236万元，占全部零部件销售的1.10%。

以上交易均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公司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与关联方签署了物资采购合同、产品

销售和劳务协议。

公司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270,016万元，达到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909,686万元的29.68%。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柳工集团及高管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含子项）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1、对与合资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兼

任上述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

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2、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

决。

3、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非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俞传芬先生、黄祥全先生、黄海波

先生、何世纪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4、对与柳工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柳工集团兼职的三名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何世纪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苏子孟先生、李嘉明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参与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的主要内容及2014年实际关联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资产名称 关联人

预计总

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上年实

际金额

预计增长

率

结算方式

向关

联方

采购

工程

机械

产

品、

各种

零部

件及

接受

劳务

柴油机、马达等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40,354 2.58% 25,501 58.24% 按合同约定

驾驶室、液压马达等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38,667 2.47% 39,571 -2.28% 按合同约定

毛坯、铲斗、摇臂、租赁等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26,885 1.72% 4,571 488.22% 按合同约定

土地租赁、水电、矿山设备

等

山东柳工混凝土设备有限公司 23,243 1.49% 2,342 892.44% 按合同约定

搅拌站，泵送设备等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453 1.31% 18,672 9.54% 按合同约定

润滑油、柴油机油、冷却

液、抗磨液压油等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19,013 1.22% 17,087 11.27% 按合同约定

工程机械整机 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7,600 1.13%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专用变速箱、装配件等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16,431 1.05% 17,694 -7.14% 按合同约定

螺旋输送机，柱塞泵，混凝

土泵车等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15,555 1.00% 9,602 62.00% 按合同约定

协议工劳务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12,206 0.78% 11,212 8.87% 按合同约定

润滑油、脂、冷却液等 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10,363 0.66% 8,092 28.06% 按合同约定

整机 江苏海普瑞斯轴承有限公司 5,000 0.32% 100.00% 按合同约定

混凝土设备 江苏鸿得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396 0.22%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桩工机械、旋挖转等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500 0.16%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压缩机、空调、暖风机、冷

气三角皮带等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1,147 0.07% 974 -17.76.% 按合同约定

整机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17 0.06%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肉类产品 柳州天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0.00%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办公大楼租赁、缸阀下级

毛坯、螺柱等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17 0.00% 6,494 -99.74% 按合同约定

合计 253,780 16.24% 161,812 56.84%

向关

联方

销售

工程

机械

产

品、

零部

件及

提供

服务

钢管、软管等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7,763 0.53% 5,230 48.42% 按合同约定

铸件、行星轮架等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2,762 0.19% 4,153 -33.49% 按合同约定

搭子、拉杆板、租赁等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2,125 0.15% 2,218 -4.19% 按合同约定

配件 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 1,523 0.10%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美卓机部件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600 0.04% 122 391.80% 按合同约定

宣传品、提供服务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87 0.03% 6 7512.22% 按合同约定

油箱、回油滤油器、滤芯等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53 0.03% 215 111.70% 按合同约定

提供服务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261 0.02%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马达、起动机、发电机等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240 0.02% 402 -40.30% 按合同约定

劳务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1 0.00% 0 100.00% 按合同约定

宣传品等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9 0.07% 445 -97.98% 按合同约定

运输服务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0.00% 136 -100.00% 按合同约定

合计 16,236 1.10% 12,927 25.59%

上述两类关联交易总计 270,016 174,739 54.52%

说明：（1）2015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将比上年增加54.52%。

（2）2015年，因组织机构变更，部分业务从公司转移至柳工集团（如铲斗、摇臂等业务），增加了这部分关联交易额；因业

务需要，新增与柳工集团子公司（山东柳工混凝土设备有限公司、柳工美卓建筑设备有限公司等）的关联交易；因租赁业务发

展，预计与柳工集团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有较大幅度增长。

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详见下文“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以下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1、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江县拉堡镇振鑫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曾光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21598434072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应用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以及润滑油的进出口、批发和

佣金代理业务。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21,379.35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5,975.5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27,921.51万元

2、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西环路17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法定代表人：文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081171812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工业车辆驾驶室、散热系统等薄板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裁文武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

2014年度营业收入：33,843.35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134.18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4,957.13万元

3、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白饭路46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2,294.2093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4737619131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铸铁毛坯件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普通机械加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铸造机械及配件销售、铸造材料、模

具、建材销售等。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2,457.63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 -60.68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5,076.33万元

4、山东柳工混凝土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创业服务中心601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7131259138384X

主要股东：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混凝土机械和通用带式输送机

关联关系：为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10,085.54�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410.69�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6,100.12�万元

5、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丰路277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于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1513372386x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建筑机械、工程机械、车载泵、砼泵车配件、电工机械、电缆辅料、油缸的加工、制造，混凝土机械加工、制造、安

装、维修，改装汽车制造，搅拌车总成、砼泵车总成，冷作、钣金，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泵车设备租赁，公路运输（本单

位）的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附设分支机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等。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20,482.9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9,820.46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35,699.47万元

6、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58号天立富邦酒店（5层、6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丹玲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100054371069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51%，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9%

主营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收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

济咨询。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15,301.26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3,500.0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08,227.89万元

7、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和平路143号

企业性质：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传芬

注册资本：3,103.23万欧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619349927

主要股东：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车辆、机械设备及船用变速箱、驱动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维修服务。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32,252.40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6,491.82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36,969.41万元

8、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扬州市署岗西路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27,985.68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21001746809500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混凝土制品机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等。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20,641.54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1,073.3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7,923.09万元

9、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溧阳市溧城镇芜申路16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耀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20481592518726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及相关专业领域配套润滑材料（含润滑油、防冻冷却液及辅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

关联关系：为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40,105.92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104.3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4,949.45万元

10、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1号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冯国梅

注册资本：人民币77.3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4198613565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劳务服务、商务服务

关联关系：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100%控股的广西汇智合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三级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11,260.08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2,279.1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46,434.10万元

11、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C-12-1、C-13-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津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680109906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润滑油、脂、冷却液及工程塑料件等。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51%）。

2014年度营业收入：47,141.02�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716.24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2,472.75万元

12、江苏海普瑞斯轴承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苏省扬州市蜀岗西路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一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21001582347927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50%)\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50%)

主营业务：从事轴承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轴承再制造；毛坯锻造；轴承来料加工及相关业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合营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二级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2014年度营业收入：1,038.27�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 -800.94�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 10,720.96�万元

13、江苏鸿得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启东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通贤路1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20681670123966

主要股东：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拖式砼车、车载泵、砼泵车、工业泵、框绞机、拉丝机、油缸、搅拌车、砼泵车）总成、制造、销售；汽车

（不含小轿车）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为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三级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9,151.55�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1,180.20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 6,959.39万元

14、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洛浦路45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祥全

注册资本：人民币83,224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14742132029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地下施工机械、全液压多功能钻机、地下连续墙液压抓斗、多轴孔钻机、钻井和勘探钻机、打桩机和桩架、液压

风动冲击钻机、潜孔锤钻机、工程机械、环保机械、矿山机械及上述机械配件的生产与租赁、销售，在建筑工程机械、环保机械、

矿山机械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75,276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6,375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91,737万元

15、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马厂路1号白露工业园区A-1-1地块中小企业创业基地6号楼2�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576848282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用空调器和配件、汽车用空调器和配件、生产制造、销售；空调；空调器和配件的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1,850.41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127.95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2,098.22万元

16、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龙泉路3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津

注册资本：人民币15,986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1198596873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OVM锚固体系、缆索制品、工程橡胶及伸缩缝装置、波纹管系列产品、钢索式液压装置、超重机械、架桥机、缆

载吊机生产；建筑机械、配件、橡胶制品、缆索制品、建筑材料、工程构件的销售；预应力技术服务；建筑机械修理；相关工程设

备的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预应力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属的劳务人员。（上述生产、销售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148,244.43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4,618.49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49,716.60万元

17、柳州天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9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23413.18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095379710

主要股东：柳州肉类联合加工厂(51%)\柳州市万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49%)

主营业务：从事轴承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轴承再制造；毛坯锻造；轴承来料加工及相关业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为柳州肉类联合加工厂控股子公司；属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三级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4,596.66�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499.36�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6,299.62�万元

18、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柳太路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光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198608117

主要股东：广西区国资委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工程机械、道路机械、建筑机械、机床、电工机械、农业机械、空压机等销

售、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租赁业务和工程机械配套及制造。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相对控股股东。

2014年度营业收入：11,260.08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2,279.1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46,434.10万元

19、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西柳州市和平路143号

企业性质：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传芬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200061740336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驱动桥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应用工程的相关服务（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61.6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1,413.76万元

20、柳工美卓建筑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洛浦路45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梁晓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14084064131

主要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50%，Metso� Minerals,� Inc.50%

经营范围：履带式移动破碎筛分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翻修及再制造；履带式移动破碎筛分设备整机及零部件

的推广、采购、批发零售、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包括拍卖）及租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技术服务；提供与公司业务有关的维

修服务（涉及配额及特殊规定的，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等。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合营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443.21�万元

2014年度净利润：-943.53万元

2014年末净资产：2,476� .25万元

四、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下属企业或公司参股公司，资产状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且已与公司建立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均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方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履约障碍。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向关联方采购和接受劳务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山东柳工混凝土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采埃孚有限公司 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德国技术、国内唯一供应方）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柳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根据劳务地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江苏海普瑞斯轴承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江苏鸿得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天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二、向关联方销售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 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 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

柳工美卓建筑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说明：

1．以上关联交易的成交价格根据交易标的市场价格确定；

2．上述交易不存在利益转移或交易有失公允的情况；

3．公司向关联方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的装载机专用配套件驱动桥、变速箱，由于该关联方采用世界一流水平

的德国技术制造，为国内唯一供应方，其价格无市场价可参照，因此交易双方参照产品生产成本，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预计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系日常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关联交易。由于公司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受交通条件限制、

配套方产品质量及运输成本高的影响，公司选择了有良好合作关系和有质量保证的中外合资公司、控股股东及下属在本地的

零部件生产、外协件加工或提供劳务的企业，为公司主机产品生产加工配套件或提供劳务，同时公司也向这些合作企业提供

部分生产配套件的原材料等。预计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存在此类关联交易。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受公司地理位置的影响，公司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可保证公司生产配套的高效、正常进行和产品质量，确保公司高产

期的产能大幅提升，降低采购成本和减少运费支出。

3．交易的公允性、有无损害公司利益，及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向柳工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采购、销售及接受劳务都属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公允的交易，不存在控股股东利用这些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类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影响较小。

向本公司的合资公司的采购、销售及接受劳务都属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公允的交易，不存在控股股东利用这些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与合资企业的交易可保证公司产品领先的技术和可靠的质量，确保公司产能，降低采购

成本，减少运费支出，提高公司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此类关联交易目前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影响不大。

4．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及依赖程度，相

关解决措施等。

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且由于其交易额占同类总额的比例较低，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

5、公司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共计270,016万元，达到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909,686万元的29.68%。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柳工集团及高

管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七、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年初至今累计已发生的金额（万元） 合计（万元）

向关联方采购工程机械产品、零部件或劳务 21,445

22,807

向关联方销售工程机械产品、零部件或服务 1,362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允性无异议，并

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2015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与

关联方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采埃孚柳州驱动桥有限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

力有限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有关联的董事对相关议案的子项审议进行了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其他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有关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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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二Ｏ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五名，

实到监事五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的有关规定。经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获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申请核销的应收款项账面金额合计23,496,355元，已计提减值23,380,772元，影响当期损益-115,583元。本

次核销程序合法、有效，也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监事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4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预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对公司预计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允性无异议。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获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获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获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上述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重点控制环节、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

措施等方面内容作了如实阐述，符合本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现状的客观评价。为了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仍应进一步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以提供有效保障。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监事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2014年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精神，认真履行

了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督职责，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五次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按规定列席了董事会会议和出席了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

序号

监事会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公告

日期

审议事项 披露媒体

1 七届二次 2014/03/28 2014/04/01

1、《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2013年度）〉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3年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度对外提供信用借款

的议案》

4、《关于确认2013年度并预计2014年度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关于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 /巨潮资

讯网

2 七届三次 2014/04/25 2014/04/29

1、《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 /巨潮资

讯网

3 七届四次 2014/08/27 无需公告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无需公告

4 七届五次 2014/10/28 2014/10/30

1、《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向柳工集团公司出售部分资产的

关联交易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对常州柳立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信用借款的议案》

4、《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 /巨潮资

讯网

5 七届六次 2014/12/29 2014/12/31

1、《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5年度为下属公司及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 /巨潮资

讯网

（二）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1、依法运作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能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按上市公司规范程序运作，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并建立

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勤勉尽责，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在执行公司

职务时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财务管理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并不断完善，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201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任何重大资产收购、出售资产的行为。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收购、出售资产行为审批程序

合法、交易价格合理，有利于公司的资源整合，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4、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关联交易均严格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进行市场运作，交易价格合理，属于公平交易，没有发现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5、公司核销不良资产的情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申请核销的应收款项账面金额合计23,496,355元，已计提减值23,380,772元，影响当期损益-115,583元。本次核销程序合法、

有效，也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6、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重点控制环节、存在的问题

以及整改措施等方面内容作了如实阐述，符合本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现状的客观评价。为了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仍应进一步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以提供有效保障。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3月27日

2015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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