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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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连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圣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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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437,045.01 10,469,016,022.06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663,246,214.06 4,934,351,742.43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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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11,309.30 -161,136,4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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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570,757.31 416,306,849.91 1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0,966,567.13 -204,387,0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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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93,264.82 -211,181,909.7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65 -3.35 减少 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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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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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026,2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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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1,3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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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97,530.75 报告期末公司所持阿尔特

公司股票市值降低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302.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1,049,382.69 报告期末公司所持阿尔特

公司股票市值降低所致 

合计 -57,373,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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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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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272,246,562 32.00 0 质押 136,123,281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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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肖文霞 7,569,938 0.89 0 无  未知 

李奕鸿 6,919,592 0.81 0 无  未知 

孙涛 5,782,100 0.68 0 无  未知 

尚飞 5,298,200 0.62 0 无  未知 

胡晓叶 2,934,300 0.34 0 无  未知 

梁映昕 2,888,800 0.34 0 无  未知 

郭国淼 2,800,100 0.33 0 无  未知 

叶启达 2,761,920 0.3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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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272,246,562 人民币普通股 272,246,56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肖文霞 7,569,938 人民币普通股 7,569,938 

李奕鸿 6,919,592 人民币普通股 6,919,592 

孙涛 5,782,100 人民币普通股 5,782,100 

尚飞 5,29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8,200 

胡晓叶 2,9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300 

梁映昕 2,8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8,800 

郭国淼 2,8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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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启达 2,761,920 人民币普通股 2,761,9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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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货币：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年末数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8,594,309.66 342,378,740.40 -36.15 

预付款项 165,138,012.32 273,233,442.23 -39.56 

使用权资产 27,649,106.02   不适用 

其他应付款 255,650,576.47 483,295,475.65 -47.10 

租赁负债 28,445,103.35   不适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52,469,286.40 83,518,669.08 -37.18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909,570,757.31 416,306,849.91 118.49 

营业成本 800,961,428.63 408,277,663.02 96.1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4,197,530.74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966,567.13 -204,387,014.91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末公司所持阿尔特公司股票市值降低所致。 

预付款项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悦达智行公司大宗业务变化所致。 

使用权资产增加原因：主要系本期悦达智行公司承租的4S店门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应付款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悦达智行公司大宗业务变化所致。 

租赁负债增加原因：主要系本期悦达智行公司承租的4S店门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末公司所持阿尔特公司股票市值降低所致。 

营业收入增加原因：主要系1.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公司营业活动减少，基数较低；

2.本期悦达智行公司新设4S店、悦达长久物流公司业务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增加原因：主要系1.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公司营业活动减少，基数较低；

2.本期悦达智行公司新设4S店、悦达长久物流公司业务同比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末公司所持阿尔特公司股票市值降低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原因：1.公司参股25%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报告期内

销量下降，净利润减少；2.报告期内公司所持阿尔特公司股票市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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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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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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公司2021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亏损，主要原因为公司参股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亏损较

大所致。 

 

公司名称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连春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