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733

公司简称：北汽蓝谷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北汽蓝谷
600733

变更前股票简称
S*ST前锋、SST前锋、S蓝谷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胡革伟
（010）53970788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12幢
600733@bjev.com.cn

王允慧
（010）53970788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12幢
600733@bjev.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24,696,215.15
15,540,383,324.00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673,480,610.84
3,112,084,659.58
-1,863,218,466.1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比上年度末
调整后
调整前
增减(%)
59,135,758,100.05 59,135,758,100.05
-11.18
17,384,686,547.91 17,384,686,547.91
-10.6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调整后
调整前
减(%)
-3,968,114,949.71 -3,956,887,658.33
10,317,984,275.36
9,919,098,676.94
-69.84
68,627,412.69
95,244,207.11
-2,814.98

-1,989,071,986.51

-123,410,022.06

-123,410,022.06

-11.3179

0.3930

0.5547

-0.5333
-0.5333

0.0198
0.0198

0.0274
0.0274

减少11.7109
个百分点
-2,793.43
-2,793.4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54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持股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例(%)

数量

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国有法人

29.57

1,033,221,469

1,033,221,46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5

218,433,267

218,433,26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6

187,257,434

0

无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71,397,500

0

无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

128,347,257

0

质押

国有法人

3.28

114,712,892

0

无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

105,269,045

105,269,045

无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

105,269,045

105,269,04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

101,220,234

0

无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84,032,021

0

无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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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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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我国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
济保持平稳增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社会事业得
到加强。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同时，也要认识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
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
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
（二）下半年公司经营主要任务
2020 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发展局面，一方面国家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两年、推出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政策；另一方面，行
业竞争愈加激烈、核心优质零部件资源有限等因素，给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和市场营销带
来较大影响。
公司积极面对产业发展的竞争新局面，客观分析经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迎难而上：

1、多措并举提升营销力
公司将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力，把握规律、快速反应，从后台管理到一线销售要全面以市场为
导向，锻造高度市场敏感性，培养敏锐的市场反应速度。一是按照规划做好 ARCFOX 品牌车型的信息推
广，布局营销渠道和服务渠道，针对消费群体进行良好的商业策划，保证客户获得满意的体验和市场效
果，二是新能源汽车对私销售渠道和商业策划，创新营销模式，完善产品矩阵，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满
意度，通过传播支持、渠道能力提升等手段措施来重点突破对私市场，使私人客户更加关注公司产品并
获得满意服务。三是继续发挥在分时租赁、长租业务、换电业务、出租、网约大客户、驾培市场的优势，
建立全渠道业务开发体系，推进对公业务市场。
为了实现上述工作目标须及时调整营销组织模式，以保持其灵活性和主动性。
2、开源节流助力企业持续发展力
降本增效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工作，要从全局角度进行系统规划，要从研发、采购、生产各环节制
定降本目标和落实方案。
以全局思维推动研发降本，针对量产项目，要通过目标导向、工具设计、理念意识、开拓思路四个
维度加大力度识别降本方案，同时通过精细计划、项目助力、专项管控三个抓手，确保方案的实施。此
外，要强化平台意识，做好平台产品的中长期规划，推动产品零部件的通用化率提升。
加大供应链降本，加强对供应链的管控，真正落实对供应商的优胜劣汰，提升供应链体系水平。
推进生产降本。我们要以生产计划、生产准备和物流规划三大板块为主要业务抓手、以指标设定与
考核为事业部/基地运营管控抓手，聚焦降本增效，通过业务牵引、管理提升、运营考核将生产物流系
统降本增效工作落到实处。
3、改革创新打造企业长远竞争力
不断深化公司机制改革，通过精简机构和优化流程，提升市场应变和反应能力。进一步以市场为导
向，深化事业部制改革，做好科学合理的权责匹配，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不断深化组织精
简优化，提升组织总体效能，应对未来行业竞争。探索组织和个人绩效改革新方案，充分激发积极性，
确保公司重点项目目标高质量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
次执行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根据财政部上述规定，经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不重述比较报表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