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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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原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建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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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6,950,700.61 32,197,605,936.46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01,147,264.87 10,538,669,851.8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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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670,332.18 -3,148,813,227.84 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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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3,316,729.63 6,517,175,471.68 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17,928.28 9,092,639.82 1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995,062.68 30,676,045.77 23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09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8 0.0062 12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8 0.0062 122.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714 0.0211 23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0.30 增加 0.6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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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6,6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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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4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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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29,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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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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44,017.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54,977.41  

所得税影响额 -4,558,287.06  

合计 -83,877,1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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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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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27,608,282 70.54 427,138,514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824,998 1.02 0 未知  未知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909,918 0.89 0 未知  未知 

吴芳 10,654,008 0.73 0 未知  未知 

黄甲辰 6,700,898 0.46 0 未知  未知 

王小平 5,882,500 0.40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853,300 0.4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417,430 0.37 0 未知  未知 

周杰 5,122,200 0.35 0 未知  未知 

冯志伟 4,210,400 0.2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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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469,768 人民币普通股 600,469,768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824,998 人民币普通股 14,824,998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909,918 人民币普通股 12,909,918 

吴芳 10,654,008 人民币普通股 10,654,008 

黄甲辰 6,700,898 人民币普通股 6,700,898 

王小平 5,8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2,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853,300 人民币普通股 5,853,300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5,417,430 人民币普通股 5,417,430 

周杰 5,1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2,200 

冯志伟 4,2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21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第 2 至第 10 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非一致行动人，第 2 名至第 10 名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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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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增幅 原因 

应收票据 1,962,201,303.02 1,389,824,998.46 41% 期末以票据形式结算的款项增加 

应付票据 2,508,190,084.64 4,689,558,699.42 -47% 期末以票据形式结算的采购款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96,827,928.72 1,279,883,944.60 -77%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减少 

长期借款 904,242,347.72 1,408,099,942.71 -36% 本期末长期借款余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原因 

营业收入 12,103,316,729.63 6,517,175,471.68 86% 2020年疫情，2021年业务恢复正常 

营业成本 11,404,918,880.63 5,973,338,251.40 91% 2020年疫情，2021年业务恢复正常 

财务费用 28,839,958.83 13,006,055.01 122% 汇兑净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12,016,527.23 -434,129.01 -2668% 
本期对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损失增

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3,520,511,878.21 8,128,253,174.74 66% 2020年疫情，2021年业务恢复正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2,670,332.18 -3,148,813,227.84 -121% 2020年疫情，2021年业务恢复正常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11,849,638.40 3,785,317,532.43 -76% 本期对外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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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原璞 

日期 2021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