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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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思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明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明

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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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3,476,647.08 25,965,603,181.85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902,504,998.86 4,434,311,617.42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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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7,337.76 -91,242,080.38 1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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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837,800.72 2,967,267,303.34 -3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4,876,857.70 8,276,406.20 -2,81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2,459,129.84  -57,809,928.44  -336.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0 0.05 下降 6.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02 -17,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上表中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划分为权益的永续债持有人 的

利息 1205.75万元，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均已扣除划分为权益的永续

债 9 亿元及本报告期归属于划分为权益的永续债持有人利息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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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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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13.4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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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5,633.8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485,512.34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6,238,415.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1,524.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24,331.86  

所得税影响额 -5,589,837.82  

合计 27,582,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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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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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231,227,846 32.25 42,471,696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5,757,575 10.57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4,022,525 4.74 8,77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2,600,000 4.5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10 4.18 0 无 0 国有法人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17,638,597 2.46 15,403,697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7,340,000 2.42 17,34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2,626,262 1.76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1,573,434 1.61 8,77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泽熙 1期单一资金

信托 

10,009,609 1.4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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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88,756,150 人民币普通股 188,756,150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757,575 人民币普通股 75,757,575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00,000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10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252,525 人民币普通股 25,252,525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626,262 人民币普通股 12,626,26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 1期

单一资金信托 
10,009,609 人民币普通股 10,009,609 

刘燕萍 9,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80,000 

UBS   AG 8,825,039 人民币普通股 8,825,039 

陈淑端 4,882,738 人民币普通股 4,88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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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均为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辖省属国有企

业；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本公司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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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金额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幅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14,617,033.23 1,411,383,003.77 1,503,234,029.46 106.51 

应收款项融资 360,439,740.26 725,732,697.19 -365,292,956.93 -50.33 

交易性金融负债 12,519,315.00 0.00 12,519,315.00 100.00 

预收款项 - 525,747,936.43 -525,747,936.43 -100.00% 

合同负债 724,448,723.84 - 724,448,723.84 - 

资本公积 1,402,168,856.05 808,203,663.36 593,965,192.69 73.49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主要是期末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2. 应收款项融资减少主要是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3.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主要是本期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4. 预收款项减少和合同负债增加主要是新收入准则下会计科目变化的影响所致。 

5. 资本公积增加主要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形成的股本溢价。 

6.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2,025,837,800.72 2,967,267,303.34 -941,429,502.62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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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9,435,216.78 62,908,459.03 -72,343,675.81 -115.00 

其他收益 41,045,633.89 16,838,290.94 24,207,342.95 143.76 

投资收益 10,082,342.88 49,249,120.22 -39,166,777.34 -79.5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6,238,415.00 6,719,520.00 -22,957,935.00 -341.6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17,813.49 -16,004.02 -301,809.47 -1,885.84 

营业利润 -285,125,660.56 -15,161,523.49 -269,964,137.07 -1,780.59 

营业外支出 302,875.88 2,770,100.96 -2,467,225.08 -89.07 

利润总额 -283,004,136.48 -15,480,664.04 -267,523,472.44 -1,728.11 

所得税费用 107,791.53 363,338.16 -255,546.63 -70.33 

净利润 -283,111,928.01 -15,844,002.20 -267,267,925.81 -1,686.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4,876,857.70 8,276,406.20 -233,153,263.90 -2,817.08 

1.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客车销量同比下降 26.58%。 

2.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汇率波动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3. 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4.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有转让厦门福龙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收益，本期无此类事项。 

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远期外汇合约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6. 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理损失增加。 

7. 营业利润减少、利润总额减少、净利润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主要是收入同比下降 9.41

亿元，及毛利率同比下降 6.40个百分点。 

8.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是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减少。 

9.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

减幅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58,565,501.01  4,392,134,699.91  -233,569,198.90  -5.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94,648,163.25  4,483,376,780.29  -388,728,617.04  -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17,337.76  -91,242,080.38  155,159,418.14  170.0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558,705.24  406,010,392.85  -325,451,687.61  -80.1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3,069,708.13  291,971,798.09  421,097,910.04  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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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2,511,002.89  114,038,594.76  -746,549,597.65  -654.6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6,649,751.94  1,120,000,000.00  686,649,751.94  61.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2,142,042.86  2,008,714,430.26  -296,572,387.40  -14.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507,709.08  -888,714,430.26  983,222,139.34  110.63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新能源车国补 12.96 亿元。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0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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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发行A 股事项 

公司于2018年启动的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项目于2019年8月2日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查委员会

审核通过，已于2020年2月13日完成股份登记，完成发行工作。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相应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

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

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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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的程度暂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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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志向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