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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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开国、万鑫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官玉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官玉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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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9,022,443.36 6,058,548,069.8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59,246,426.26 4,696,103,076.0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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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42,352.88 -70,626,282.9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35,775.92 -40,587,043.2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51,024.00 41,762,999.74 -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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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546,152.71 501,096,784.29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925,116.93 94,438,723.50 -3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770,454.82 90,300,887.70 -3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 2.09 减少 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1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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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2亿元，同比下降 1.91%，其中，技术服务及装备业务实现收入

2.67 亿元，同比增长 8.08%，主要是本期原参股公司广东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纳入并表范围带

来的收入增量；产业制造业务实现收入 2.24 亿元，同比下降 11.63%，主要受疫情影响，交通物

流受限，无法完成产品发货及交付导致的收入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3 万元，同比下降 34.43%，主要原因一是本

期公司风洞及智能网联试验道项目转固导致折旧成本上升；二是去年同期公司收回的应收款项冲

回原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去年同期利润增加；三是本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加；四

是本期公司对新冠疫情进行了对外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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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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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3,375.4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90,2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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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904.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114,877.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3,359.27  

所得税影响额 -441,328.47  

合计 2,154,6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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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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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12,160,872 63.12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104,281 2.28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974,624 1.54 0 无 0 未知 

朱晔 12,999,993 1.34 0 无 0 未知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12,887,598 1.3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1,377,200 1.17 0 无 0 国有法人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0,532,828 1.09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潜力价

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463,954 1.08 0 无 0 未知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9,665,698 1.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价值

创造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500,029 0.9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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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612,160,872 人民币普通股 612,160,8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04,281 人民币普通股 22,104,2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

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74,624 人民币普通股 14,974,624 

朱晔 12,999,993 人民币普通股 12,99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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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2,887,598 人民币普通股 12,887,5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3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77,20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寿

－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0,532,828 人民币普通股 10,532,8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

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63,954 人民币普通股 10,463,954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665,698 人民币普通股 9,665,6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价值创造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9,500,029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通用技术集团、中机公司、中技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中机公司、中技公司系通用技术集团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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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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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

度 
增减原因 

应收款

项融资 
25,467,463.63 71,028,735.23 -64.14% 

本期将划分为应收款项融资的票据背

书转让用于支付采购款 

预付款

项 
33,707,358.27 10,487,262.45 221.41% 

专用汽车改装与销售业务为生产备货

而支付的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 

合同资

产 
15,885,789.91 

 
不适用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符合

合同资产定义的应收账款计入该科目 

预收款

项 
450,529.00 323,978,584.05 -99.86%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符合

合同负债定义的预收账款计入合同负

债科目 

合同负

债 
232,750,796.35  不适用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符合

合同负债定义的预收账款计入该科目 

应交税

费 
28,330,118.25 50,491,338.64 -43.89% 本期缴纳 2019年 4季度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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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

东权益 
87,781,334.83 17,492,526.81 401.82% 

主要为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带来的少

数股东权益增加 

 

2、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研发费用 14,904,397.29 10,100,728.18 47.56% 
公司加强科技创新力度，产

品、技术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5,811,281.00 -8,952,639.15 不适用 
本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同

比减少 

其他收益 11,710,989.38 6,856,578.71 70.80% 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1,684,675.79 -1,334,822.55 不适用 

本期确认的理财收益及按

权益法确认的股权投资收

益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

损失 
-28,998.90 10,449,085.43 不适用 

主要为去年收回应收款项，

转回原计提的坏账准备 

资产处置

收益 
-995.54 1,863,099.25 不适用 

主要为去年处置太阳能设

备产生的收益 

营业外支

出 
2,519,864.39 57,382.04 4291.38% 

主要为本期公司为新冠疫

情的捐赠支出 250万元 

 

3、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35,775.92 -40,587,043.27 不适用 

本期取得新增控股子公司期

初货币资金，以及理财产品

到期产生的现金流入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51,024.00 41,762,999.74 -78.09% 

主要为去年同期收回的银行

承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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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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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开国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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