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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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建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永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秋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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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8,759,493.59 12,430,585,890.22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82,598,544.76 2,853,610,015.10 -5.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873,020.94 641,268,517.05 -123.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336,415,724.72 4,981,268,464.13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1,539,538.57 10,289,207.33 -1,76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4,293,380.95 -30,885,563.0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20 0.37 减少 6.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2 -1,6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2 -1,6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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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325.01 -1,209,0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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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9,431.16 24,796,411.6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1,154,200.00 2,577,079.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4.36 -2,730,057.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9,351.95 309,351.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366.74 -344,812.10  

所得税影响额 -47,859.55 -645,101.78  

合计 7,803,570.93 22,753,8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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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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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84,680,905 15.2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吉林 27,954,017 5.0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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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未知 

上海图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2,472,818 2.24 0 无 0 未知 

王忠伟 11,207,200 2.02 0 无 0 未知 

金观木 4,850,800 0.87 0 无 0 未知 

特百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744,256 0.85 0 无 0 未知 

杭玉夫 3,987,868 0.72 0 无 0 未知 

吕瑞敏 3,942,80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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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84,680,905 人民币普通股 84,680,905 

吴吉林 27,954,017 人民币普通股 27,95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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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图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2,472,818 人民币普通股 12,47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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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伟 11,2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7,200 

金观木 4,8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800 

特百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744,256 人民币普通股 4,744,256 

杭玉夫 3,987,868 人民币普通股 3,987,868 

吕瑞敏 3,9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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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7,752,000.00         950,000.00  716.00% 主要原因系本期用票据结算的货款金额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3,498,890,509.31   1,985,446,762.42  76.23%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第二、第三季度销售收入增

长，货款未到账期以及按揭业务放款由于金融机构

审批周期限制未及时到账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75,921,266.52     341,935,918.77  -77.80% 主要原因系本期用票据结算的货款金额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1,103,073,266.11     842,110,611.59  30.99% 主要原因系应收融资租赁款金额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2,000,000.00      25,000,000.00  108.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500,800,921.89     383,138,509.48  30.71%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361,503,323.08     249,046,650.27  45.15% 
主要原因系欧六新型柴油机和气体机研发项目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398,803.92      30,297,883.70  49.84% 主要原因系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696,932,413.26   2,409,577,122.99  53.43% 主要原因系应付货款余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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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48,960.8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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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职工薪酬     21,819,099.67  31,818,413.63 -31.43% 主要原因系公司计提尚未发放的工资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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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22,664,724.47  65,181,238.28 -65.23% 主要原因系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71,672,899.90  192,584,976.85 41.07% 主要原因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44,875,817.79  821,620,925.49 -45.85% 

主要原因系本期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16,035,855.00  81,766,387.65 41.91% 主要原因系计提的售后服务费和送车费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65,005,805.56  5,005,805.56 3196.29% 
主要原因系公司于一年以上到期的长期借款金额

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12,461,825.08  180,165,526.43 -37.58%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通过融资租赁融资金额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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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23,600,746.04        45,286,423.09  -47.89%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9,083,274.08      -105,233,313.48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的减值损失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9,020,306.64       -21,460,568.92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本期库存商品计提减值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09,028.80       -15,658,027.8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70,890.10         4,172,771.89  -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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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282.06           766,404.87  3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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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73,020.94      641,268,517.05  -123.37% 

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6,296,949.23     -199,108,3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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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4,982.53     -290,741,067.45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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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充分开展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促进公司产品销售，进一步提高公司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徽融”）增资人民币 10,6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上海徽融 74.2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CAMC TRADING LIMITED（福瑞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投资”）以现金方式对上海徽

融增资人民币 3,400 万元，增资后，福瑞投资将持有上海徽融 15.00%股权。上海徽融其他股东

EXCELLENT ASIA PACIFIC INVESTMENT LIMITED和 SUCCESS MAX COMPANY LIMITED 均放弃本次增资

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徽融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徽融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6,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40,000 万元，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上海徽融 89.25%股权。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本报告日，上海

徽融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实际缴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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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鉴于淄博迪森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迪森生物”）自身经营状况，为妥善解

决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徽融与迪森生物之间债权债务问题，公司同意上海徽融与迪森生物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上海徽融将受让迪森生物持有的鄂尔多斯市中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500万股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2020】230Z2137号《专

项审计报告》和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457号《评估报

告》为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上海徽融抵冲迪森

生物等额债务的方式进行支付。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 8月 14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

过。截至本报告日，相关股份交割过户手续已完成。 

3、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18）。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马集团”）及

其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神建材”）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

式转让所持本公司的全部股份 84,680,9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2020年 9月 18日，公司

收到星马集团、华神建材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星

马集团、华神建材及吉利商用车集团已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办理完成证券过户登记手续，星马集

团已将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 24,136,112股过户至吉利商用车集团，华神建材已将持有的本公司

全部股份 60,544,793股过户至吉利商用车集团。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星马集团及华神建材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吉利商用车集团持有本公司 84,680,90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本

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星马集团变更为吉利商用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马

鞍山市人民政府变更为李书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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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建群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