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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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小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占江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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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4,470,091.25 43,625,748,639.34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66,068,926.07 10,920,972,149.38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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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408,863.12 -3,557,189,6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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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23,801.89 1,666,852,497.32 -5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838,715.46 -430,860,0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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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703,636.69 -476,981,646.4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364 -2.5089 减少 5.62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44 -0.123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44 -0.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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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52,33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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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33,222.89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13,511.21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5,235.62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281.03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89,418.32 - 

所得税影响额 -11,017,409.44 - 

合计 43,864,92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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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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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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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33,221,469 29.57 1,033,221,469 无 0 国有法人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218,433,267 6.25 218,433,267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7,257,434 5.36 0 无 0 其他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6,460,931 3.91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47,257 3.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05,269,045 3.01 105,269,04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105,269,045 3.01 105,269,04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弘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国轩高科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220,234 2.90 0 无 0 其他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83,412,892 2.39 0 无 0 国有法人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51,166,070 1.4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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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257,434 人民币普通股 187,257,434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6,460,931 人民币普通股 136,460,931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47,257 人民币普通股 128,347,257 

北京弘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轩

高科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220,23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20,234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83,412,892 人民币普通股 83,412,892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51,166,070 人民币普通股 51,166,07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610,116 人民币普通股 50,610,116 

孙慧明 39,216,668 人民币普通股 39,216,668 

上海中平国瑀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440,115 人民币普通股 35,440,115 

杨燕灵 24,722,313 人民币普通股 24,722,3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汽集团间接控制北汽广州 42.63%股权，合计控制渤海汽车

44.75%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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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29,526,475.93 20,663,973.47 42.89 主要系押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53,993,624.42 34,313,426.07 57.35 主要系公司预收租车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272,457,115.16  209,177,515.03   30.25  主要系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9,664,323.04 208,714,875.39 -57.04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 2020年 12月计提

的应付职工绩效薪酬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9,418,585.16 1,118,318,767.27 -92.14 主要系超短融资券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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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利润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30,323,801.89 1,666,852,497.32 -50.19 主要系公司销量同比下滑所致 

营业成本 877,704,441.86 1,640,662,562.74 -46.50 主要系公司销量同比下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0,846,224.74 6,882,465.53 57.59 主要系印花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90,401,593.22 119,457,431.66 59.39 主要系公司新产品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09,134,197.64 145,669,907.82 43.57 主要系折旧摊销及当期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87,552,939.78 131,925,434.47 42.17 主要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3,233,222.89 18,478,985.43 133.96 主要系公司本期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9,037,214.46 20,640,091.36 -240.68 

主要系公司对联合营企业确认的投资

收益下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0,774,583.67 15,937,500.89 -230.35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6,109.38 21,255,672.15 -100.31 主要系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52,338.40 -1,516,440.5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8,074.16 676,432.06 -50.02 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款项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4,793.13 164,737.15 66.81 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款项支出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344,552.22 -2,082,827.65 不适用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9,408,863.12 -3,557,189,669.6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209,997.36 -393,740,370.97 不适用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8,876,065.21 4,251,619,779.88 -127.96 主要系本期归还融资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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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九届十五次监事会、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北汽蓝谷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2021 年 2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6）。截至目前，公司正在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并由子公司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制造的

ARCFOX 极狐品牌智能电动新车型，将于 2021 年 5 月开始交付。新车型上市后的销量由市场情况决定，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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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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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目前尚处于疫情影响恢复期和产品向高端智能发展的高投入战略转型期，预计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将亏损。 

 

公司名称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宇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