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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陈笠宝、总会计师孙岩及财务部部长李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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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039,759,051.63 3,965,398,291.71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6,829,567.89 1,883,022,689.18 -0.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97,777.39 -9,666,411.4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0,916,098.20 407,454,405.80 2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2,370.52 -3,904,129.4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73,281.32 -3,933,429.4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21 减少 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08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08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65,873.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99,794.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242.15  

合计 5,520,910.8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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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户） 34,9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37,593,000 51.42 0 无  国有法人 

申韬 2,957,300 0.64 0 无  境内自然人 

邱立平 1,564,735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滕铭浩 1,420,000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洪青 1,359,74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燕玲 1,221,516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福明 1,029,000 0.2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泓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泓骐稳进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 0.19 0 无  其他 

王俊英 863,200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罗予频 800,000 0.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37,5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593,000 

申韬 2,95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300 

邱立平 1,564,735 人民币普通股 1,564,735 

滕铭浩 1,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 

洪青 1,359,740 人民币普通股 1,359,740 

陈燕玲 1,221,516 人民币普通股 1,221,516 

张福明 1,0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000 

广东泓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泓骐稳进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王俊英 8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863,200 

罗予频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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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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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 年 累 计 数 上 年 同 期 数 增减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90,916,098.20 407,454,405.80 83,461,692.40 20.48 
受产销量同比上升影响，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比上升； 

营业成本 439,293,312.36 363,715,443.37 75,577,868.99 20.78 
受产销量同比上升影响，营

业成本较上年同比上升； 

销售费用 10,205,752.63 5,236,106.45 4,969,646.18 94.91 
本期产销量上升，运输费

用同比上升； 

管理费用 28,625,550.51 30,425,768.59 -1,800,218.08 -5.92 本期社保费用降低； 

研发费用 6,547,462.58 5,323,324.20 1,224,138.38 23.00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4,115,214.92 4,579,696.90 -464,481.98 -10.14 本期利息支出减少； 

投资收益 -11,665,204.93 1,116,825.30 -12,782,030.23 -1144.50 

联营企业东安汽发因产品

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折旧

增加等原因出现亏损； 

净利润 -6,852,370.52 -3,904,129.47 -2,948,241.05 不适用 投资收益减少。 

 

（2）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3,728,599.49 146,743,692.96 166,984,906.53 113.79 本期产品销量增加； 

预收账款 24,343,743.72 14,651,561.34 9,692,182.38 66.15 预收发动机款增加； 

应交税费 14,994,293.21 8,018,776.97 6,975,516.24 86.99 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 

应付利息 - 538,385.00 -538,385.00 -100.00 本期末无应付利息。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

率（%） 
变动原因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097,777.39 -9,666,411.41 102,764,188.80 不适用 

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346,251.39 -9,312,372.09 -3,033,879.30 不适用 

本期固定资产投
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15,469.43 -104,627,070.85 100,711,601.42 不适用 

本期借款收到的
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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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收购东安汽发外方股东持有的东安汽发股权事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审计与资产评

估工作受到限制，公司将视疫情进展，协调中介机构及时开展工作，推进股权收购。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目前公司有两项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一项为同业竞争承诺；另一项为哈飞汽车还款承诺。两

项承诺具体内容及进展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无新进展。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笠宝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