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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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汉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志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永

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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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2,343,007.34 12,430,585,890.22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44,637,456.05 2,853,610,015.10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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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6,691.58 -91,374,0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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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472,504.50 1,916,636,440.38 -4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9,682,900.48 5,955,438.30 -1,94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437,886.11 -4,426,884.8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0.21 减少 4.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1 -2,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1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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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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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3,87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7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1,4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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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601.82  

所得税影响额 138,165.93  

合计 8,754,9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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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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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

公司 
60,544,793 10.89 0 无 0 国有法人 

吴吉林 26,926,109 4.85 0 无 0 未知 

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24,136,112 4.34 0 无 0 国有法人 

马鞍山富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3,708,889 4.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史正富 15,446,200 2.78 0 质押 15,446,200 境内自然人 

王忠伟 10,371,700 1.87 0 无 0 未知 

上海图木新能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8,908,818 1.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邢映彪 7,361,501 1.32 0 无 0 未知 

徐开东 6,371,792 1.15 0 无 0 未知 

特百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744,256 0.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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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60,544,793 人民币普通股 60,544,793 

吴吉林 26,926,109 人民币普通股 26,926,109 

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4,136,112 人民币普通股 24,136,112 

马鞍山富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708,889 人民币普通股 23,708,889 

史正富 15,44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46,200 

王忠伟 10,3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71,700 

上海图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8,908,818 人民币普通股 8,908,818 

邢映彪 7,361,501 人民币普通股 7,361,501 

徐开东 6,371,792 人民币普通股 6,371,792 

特百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744,256 人民币普通股 4,74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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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星马集团是华神建材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100%的股

权。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2、鉴于史正富于 2010年 10月 17日出具《声明》，“在

未来继续作为华菱汽车股东期间内，以及星马汽车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作为星马汽车股东期间内，无意谋

求对于华菱汽车及星马汽车的实际控制，并将继续保持

与星马集团的一致行动”，因此史正富与安徽星马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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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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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95,697,503.78 341,935,918.77 -42.77% 
主要原因系本期用票据结

算的货款金额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5,770,508.89 58,154,457.31 47.49% 
主要原因系增值税留抵税

额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7,594,205.17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

则，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84,497,030.09   

主要原因系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

则，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所致。 

应交税费 17,313,227.11 65,181,238.28 -73.44% 
主要原因系应交增值税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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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70,472,504.50 1,916,636,440.38 -44.15% 
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销

量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947,616,229.75 1,644,564,887.18 -42.38% 
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销

量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44,394,754.60 66,638,925.04 -33.38% 
主要原因系送车费减少

所致。 

其他收益 10,208,876.46 6,325,866.67 61.38%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金额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58,982.99 35,162.92 -3111.65%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固

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18,336.63 1,617,995.75 -80.33%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金额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274,808.58 68,917.26 1749.77% 
主要原因系本期对外捐

赠增加所致。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406,691.58 -91,374,057.29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154,115.94 -86,100,576.66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294,535.64 148,655,154.42 -110.96% 

主要原因系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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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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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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汉如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