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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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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汉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爱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司玉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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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注 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注 2） 45,100,267,622.18 28,563,529,423.06 5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87,552,509.24 182,494,179.53 87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53,811,674.55 -530,217,218.90 43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38,764,487.56 -2,024,154,380.07 29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78 0.0396 87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78 0.0396 87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0.73% 增加 6.2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855,553,732.14 64,237,522,674.22 3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381,968,876.02 24,560,505,430.40 7.42% 

注 1：公司 2020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年同期财务数据包含置出资产一汽奔腾轿车有限

公司相关财务数据。 

注 2：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对上年同期数进行了调整，不影响利润总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107.69 为处置非流动性资产产生的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41,067,302.55 
主要为摊销政府专项补助资金及其他

补贴奖励等。 

债务重组损益 384,628.03 主要为债务重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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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6,100.89 主要为收到赔偿金、违约金及罚款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47,304.47  

合计 33,740,834.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3,9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81% 3,060,649,901 3,060,649,901   

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7% 784,500,000 784,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9% 45,974,552    

曲海鹏 境内自然人 0.78% 36,096,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6% 26,143,900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9% 13,712,916    

黎燕 境内自然人 0.13% 6,124,700    

朱庆 境内自然人 0.13% 5,951,534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2% 5,549,5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2% 5,5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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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974,552 人民币普通股 45,974,552 

曲海鹏 36,096,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96,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14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43,900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13,712,916 人民币普通股 13,712,916 

黎燕 6,124,7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4,700 

朱庆 5,951,534 人民币普通股 5,951,534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5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49,5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5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49,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971,215 人民币普通股 3,971,2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从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到，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境内自然人曲海鹏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6,096,600 股，境内自然人黎燕通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124,700

股，境内自然人朱庆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5,447,411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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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指标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应收票据 256,838,042.39 385,446,896.47 -33.37% 
主要为本期实现销售收

到商业承兑汇票减少。 

2 应收账款 1,954,720,934.62 775,747,204.55 151.98% 
主要为本期应收货款增

加。 

3 
应收款项

融资 
30,315,808,765.47 3,555,887,693.38 752.55% 

主要为本期实现销售收

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4 预付款项 698,140,819.29 497,993,828.87 40.19% 
主要为预付设备采购款

增加。 

5 存货 13,020,916,097.47 19,962,854,836.40 -34.77% 
主要为本期整车库存量

减少。 

6 
其他流动

资产 
291,822,130.93 2,163,140,406.36 -86.51% 

主要为本期增值税留抵

税额减少。 

7 在建工程 996,324,222.27 714,998,964.17 39.35% 
主要为本期在建工程增

加。 

8 应付票据 8,752,289,969.42 3,877,959,965.42 125.69% 
主要为本期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 

9 应付账款 33,761,457,671.25 15,315,501,301.68 120.44% 
主要为本期应付货款增

加。 

10 预收款项 395,816.79 1,838,438.16 -78.47% 
主要为本期预收租金减

少。 

11 合同负债 3,499,591,240.80 7,077,617,284.71 -50.55% 
主要为本期预收的整车

及备品款减少。 

12 
应付职工

薪酬 
586,414,080.86 337,520,594.29 73.74% 

主要为本期应付职工薪

酬增加。 

13 应交税费 1,034,190,805.31 368,688,899.58 180.51% 
主要为本期应交企业所

得税余额增加。 

14 
其他流动

负债 
310,820,322.51 804,811,476.47 -61.38% 

主要为本期预收增值税

金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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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指标名称 
本报告期累计发生

额 

上年同期累计发生

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45,100,267,622.18  28,563,529,423.06  57.89% 
主要为本期销量增加

使收入增加。 

2 营业成本 41,632,643,396.55  26,097,583,716.28  59.53% 
主要为本期销量增加

使成本增加。 

3 
税金及附

加 
107,702,612.78  344,686,571.62  -68.75% 

主要为本期应交企业

所得税减少。 

4 财务费用 -246,360,612.72  -177,101,336.21  -39.11% 
本期财务费用减少主

要为利息收入增加。 

5 其他收益 41,641,749.40  163,277,947.03  -74.50% 
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

补助减少。 

6 
信用减值

损失 
853,561.32  -84,663,577.04  101.01% 

本期信用减值损失减

少主要为本期转回坏

账准备增加。 

7 
资产减值

损失 
-26,457,110.16  -149,891,231.02  82.35%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减

少主要为本期存货计

提减值准备减少。 

8 
资产处置

收益 
107.69  553,531.01  -99.98% 

主要为本期处置非流

动资产的收益减少。 

9 
营业外收

入 
2,994,940.81  8,019,258.17  -62.65% 

主要为本期收到与企

业日常活动无直接关

系的利得降低。 

10 
营业外支

出 
2,258,839.92  1,448,620.96  55.93% 

主要为本期赔偿金、违

约金及罚款等支出增

加。 

11 
少数股东

损益 
 -31,804,962.55  100.00% 

主要为本期无少数股

东权益。 

12 

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

后净额 

20,319.30  -9,743,461.53  100.21% 

主要为本期权益法下

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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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指标名称 
本报告期累计发生

额 

上年同期累计发生

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160,819.05  409,071,843.16  -48.14%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

与收益性相关现金

的减少。 

2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9,671,022,028.19  14,356,867,905.37  -32.64% 

主要为本期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

现金减少。 

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1,560,767.05  1,088,291,538.94  -67.70%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

税费减少。 

4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06,584,072.43  1,606,962,509.00  -68.48% 

主要为本期票据到

期支付现金减少。 

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38,764,487.56  -2,024,154,380.07  299.53%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及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现金减少。 

6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361,353.12   - 

主要为本期处置非

流动资产收到现金

流增加。 

7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49,568,817.53  99,476,087.39  50.36% 

主要为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 

8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538,517,706.91  406,926,755.32  32.34% 
主要为购建资产支

付的现金增加。 

9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3,009,920.28  975,521,892.39  -98.67%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

其他投资活动现金

减少。 

1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0,597,456.54  -1,282,972,560.32  68.78% 

主要为本期投资所

支付的现金减少。 

11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309,046,933.78   - 

主要为本期收到投

资款增加。 

12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345,901,047.15  -100.00% 

主要为本期没发生

借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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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9,046,933.78  1,345,901,047.15  -77.04% 

主要为本期偿还到

期借款减少。 

14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8,054.21  100.00% 
主要为本期没发生

汇率变动业务。 

15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947,213,964.80  -1,961,293,947.45  301.26% 

主要为本期经营活

动收到的现金增

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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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2021 年 1 月 11 日，公

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5 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审

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2021 年 01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

w/disclosure/stock?stockCo

de=000800&orgId=gssz000

0800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批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16 日 

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16 日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01 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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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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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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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年02

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华保险、招银理财、长盛基金、煜德投资、盈峰资本、

银河基金、新同方投资、新华人寿保险、新华基金、泰康

人寿保险、太平资产、塔晶投资、尚诚资产、上投摩根基

金、上海中域投资、上海玺树投资、上海顶天投资、平安

基金、南方基金、开域资本、开思基金、健顺投资、嘉实

基金、惠升基金、汇添富基金、华商基金、华宝基金、泓

德基金、弘尚资产、恒盈资产、河清资本、汉和资本、海

鹏投资、光大理财、光大保德信基金、东方证券资管、东

方基金、淡水泉、大成基金、创金合信、北京壹玖资产、

北京泓澄投资、Yunqipath、Trivest、Prime Capital、Oasis、

Neuberger Berman Singapore Pte.Limited、Kenrich 

Partners、Golden Nest Asset、中银国际证券、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西南证券、天风证券、瑞银证

券、华泰证券、国信证券、国联证券、广发证券、东北证

券 

公司的经营情

况、发展规划等，

未提供有关资料 

http://www.c

ninfo.com.c

n/new/discl

osure/stock

?stockCode

=000800&o

rgId=gssz0

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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