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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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浙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程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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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0,851,793,598.35

32,479,109,181.81

-5.01%

16,810,337,595.30

17,568,780,043.14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288,655,854.15

-90.73%

3,590,658,705.40

-73.13%

-470,073,405.87

-524.50%

-759,976,905.93

-283.02%

-486,364,031.58

-714.94%

-908,222,998.69

-337.69%

-1,796,666,709.50

-3,2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560.00%

-0.37

-28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560.00%

-0.37

-28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3.37%

-4.42%

-6.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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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597,9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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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94,970,512.81
2,287,068.15
49,463,892.61
145,585.08
148,246,09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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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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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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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67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铁牛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8.78%

持股数量

786,250,375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647,849,058

冻结

48,695,397

781,726,575

长城（德阳）长
富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

142,617,508

0

5.84%

118,355,151

0 质押

118,355,151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1%

105,566,146

0 质押

105,56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

74,407,160

0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41,166,306

0

1.28%

25,960,539

0

国有法人

1.05%

21,277,931

0

境内自然人

0.93%

18,936,251

0 质押

0.64%

12,927,200

0

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天风智信投
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黄山金马集团有
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兴晟众泰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宁波益方盛鑫投
限合伙）
山高(烟台)新能
源基金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青岛国信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朱堂福

18,936,25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其他
证 500 交易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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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

数量

142,617,508 人民币普通股

142,617,508

118,355,151 人民币普通股

118,355,151

105,566,146 人民币普通股

105,566,146

74,407,160 人民币普通股

74,407,160

41,166,306 人民币普通股

41,166,306

25,960,539 人民币普通股

25,960,539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1,277,931 人民币普通股

21,277,931

朱堂福

18,936,251 人民币普通股

18,936,251

12,9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27,200

11,835,645 人民币普通股

11,835,645

业（有限合伙）
武汉天风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众泰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益方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山高(烟台)新能源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吴建刚

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和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一致行动人。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们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说明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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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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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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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数
2,077,862,597.29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原因

4,314,953,254.49 -51.85%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受行业影响销量下
降，兑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票据

141,555,965.42

741,943,983.12 -80.92%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
影响所致

在建工程

289,691,737.48

193,720,836.65 49.54%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车型模具增加影响所
致

开发支出

619,255,176.11

104,047,289.19 495.17%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车型投入较大影响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55,198.92
236,631,805.12

3,881,332.39 -39.32% 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减少所致
114,423,937.88 106.80% 主要原因是新车型设备改造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844,797,900.00

2,155,897,900.00 124.72% 主要原因是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999,546,812.72

3,006,858,691.29 -33.50%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票据兑付较大所致

应付账款

4,210,487,709.36

6,181,180,106.47 -31.8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7,719,070.33

长期应付款

6,280,915.34

未分配利润

1,390,744,705.01

利润表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期数
3,590,658,705.40

155,023,715.83 -30.5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职工薪酬较大所致
10,779,909.13 -41.7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到期债务所致
2,149,187,152.85 -35.29% 主要原因是本期亏损影响所致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13,365,387,385.55 -73.13%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致

营业成本

2,884,810,309.83

10,973,870,128.38 -73.71%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致

税金及附加

145,583,659.79

408,703,662.97 -64.38%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致

销售费用

412,841,414.42

624,246,967.33 -33.87%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致

管理费用

615,423,037.16

469,316,678.48 31.13%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受生
产不饱和损失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360,316,695.53

其他收益

194,970,512.81

1,848,714.70 10446.2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13,957.24

26,871,096.09 -98.83%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786,904,575.27

522,665,590.72 -250.56%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267,829,761.85 34.53%

主要原因是本期研发新车型增加所致

损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201,601.49

16,614,033.45 -44.62% 主要原因是上期部分政府补助计入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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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影响所致
利润总额

-784,617,507.12

530,433,486.67 -247.92%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损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175,059.28

114,506,358.50 -122.86%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损影响所致

净利润

-758,442,447.84

415,927,128.17 -282.35%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损影响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758,442,447.84

415,927,128.17 -282.35%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损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34,458.09

688,425.76 122.89% 主要原因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利润较上期
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759,976,905.93

415,238,702.41 -283.02%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导致亏

东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

损影响所致
本期数
2,610,964,057.24

上期数

原因

5,290,208,423.50 -50.65%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经营

变动比例

致
118,698,587.92

43,158,443.49 175.03% 主要原因是收到往来款增加所致

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99,518,512.20

1,322,126,158.76 -69.78%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1,796,666,709.50

57,147,220.10 -3243.93% 主要原因是受行业影响销量下降影响所

现金流量净额
收回投资收到的

致
17,000,000.00

830,000,000.00 -97.95% 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产品收回比上期减

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

少所致
313,957.24

23,780,233.82 -98.68% 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产品收回比上期减

到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

少所致
1,774,312,687.97

549,483,596.53 222.91%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长期资产影响所致

-1,748,862,612.74

-478,280,545.03 -265.66%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长期资产影响所致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取得借款收到的

4,881,900,000.00

1,330,000,000.00

267.06%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贷款所致

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

3,320,530,717.80

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

4,765,578,266.40 -30.32% 主要原因是本期兑付的承兑汇票比上期
减少所致

1,939,272,522.68

-1,761,779,859.20 210.07%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贷款所致

现金流量净额
期初现金及现金

2,521,055,321.17

等价物的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4,563,510,728.92 -44.76% 主要原因是销量下降，支付的货款及兑
付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914,792,823.23

2,380,564,283.28 -61.57% 主要原因是销量下降，支付的货款及兑
付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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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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与重大资产重组补偿义务人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签署的《补偿协议》的约定，公司应以总价
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铁牛集团2018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共计468,469,734股，并依法予以注销，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义务人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
月14日、2019年8月6日公司分别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义务人对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8）、《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54），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
了公司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业绩承诺补偿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4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司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2019年8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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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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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事项详见 2017 年 6 月 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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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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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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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9 年 08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9 年 08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9 年 09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基本面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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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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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金浙勇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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