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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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德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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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东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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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9,856,114,847.76

59,135,758,100.05

59,135,758,100.05

-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17,704,436.36

17,384,686,547.91

17,384,686,547.91

-16.49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7,227,222,81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 月）
调整后

调整前

-5,737,863,767.50

-6,209,154,670.44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不适用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 月）

（1-9 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

营业收入

3,921,693,472.83

17,954,984,476.63

17,483,566,675.01

-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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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173,158.61

-313,446,765.96

-269,717,052.06

不适用

-3,109,011,027.45

-943,764,019.09

-943,764,019.09

不适用

-18.0910

-1.8093

-1.5824

减少 16.2817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55

-0.0901

-0.077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55

-0.0901

-0.07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本期金额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7－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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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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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2,649,208.35

-3,906,235.50

67,510,699.37

136,837,262.28

28,279,257.02

109,037,514.93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02,759.51

1,809,793.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4,081.81

-193,593.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548,051.84

31,034,185.66

所得税影响额

-45,643,129.06

-49,781,058.58

98,984,348.52

224,837,868.8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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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全称）

量

(%)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1,033,221,469

29.57

1,033,221,469

无

-

国有法人

218,433,267

6.25

218,433,267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257,434

5.36

0

无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397,500

4.91

0

无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47,257

3.67

0

质押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113,712,892

3.25

0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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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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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220,234

2.90

0

无

81,032,02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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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347,257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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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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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3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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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113,712,892

人民币普通股

113,712,892

101,220,23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20,234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1,032,021

人民币普通股

81,032,02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57,636,363

人民币普通股

57,6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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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平国瑀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610,115

人民币普通股

50,6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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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42.63%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权，合计控制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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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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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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9/30

变动比例
（%）

2019/12/31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35,033,937.61

1,273,408,085.28

-65.84

主要系票据到期及背书转让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93,021,629.15

2,570,971,221.33

-65.27

主要系票据到期及背书转让所致

预付款项

252,642,657.59

668,952,743.89

-62.23

主要系预付货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3,549,052.62

61,783,792.06

83.78

主要系押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51,305,138.18

6,246,562,694.12

-68.76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所致

开发支出

2,643,303,224.40

1,647,563,628.81

60.44

主要系研发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7,644,448.06

594,173,099.08

47.71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901,899.55

64,721,777.95

-42.98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重分类减少所致

3,350,908,832.24

9,731,786,309.69

-65.57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应付票据

363,304,598.65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567,658,017.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行财
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新收入准
则，将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调入合
同负债，不调整比较报表所致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行财
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新收入准
则，将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调入合
同负债，不调整比较报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597,816.58

280,638,457.39

-75.20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2019年12月计提的
应付职工绩效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23,168,851.19

242,629,720.14

-90.45

主要系缴纳各项税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595,965,006.27

1,201,681,418.60

116.03

主要系超短融资券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560,353,703.48

4,155,720,590.94

33.80

主要系长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85,486,205.80

145,519,013.11

-41.25

主要系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预计负债

32,058,604.91

202,635,257.47

-84.18

主要系由于销量发生变动，计提售后服
务费减少所致
主要系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14,502,630.35

-31,693,677.41

-54.24

-3,073,217,047.43

-189,043,888.82

不适用

457,556,065.66

267,302,030.81

71.18

主要系本期归母净利润为负所致
主要系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3.1.2 利润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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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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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营业收入

3,921,693,472.83

17,954,984,476.63

-78.16

主要系公司销量同比下滑所致

营业成本

4,345,801,599.19

17,037,219,442.91

-74.49

主要系公司销量同比下滑所致

27,972,569.57

60,452,753.89

-53.73

主要系消费税、印花税及附加税费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92,367,934.28

1,075,805,220.23

-44.94

主要系公司仓储运输及广告展览费等当
期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422,032,913.78

293,969,447.13

43.56

主要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02,202,084.11

334,824,876.26

79.86

主要系公司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6,837,262.28

739,065,741.23

-81.4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67,988,843.27

126,826,228.07

-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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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87,676.45

182,389,217.76

-119.51

主要系上年同期坏账转回金额较大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567,104,251.03
失以“－”号填列）

803,805.25

-70,652.44

税金及附加

主要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3,906,235.50

-2,356,457.08

65.77

主要系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35,049.43

16,586,219.70

-85.92

主要系供应商索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28,642.69

4,144,493.20

-38.99

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款项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4,307,013.56

-25,266,192.57

不适用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261,243.29

-58,795,181.18

不适用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盈利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1.3 现金流量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7,222,810.42

-5,737,863,767.50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到期货款等综
合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0,713,673.31

-5,136,706,578.6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结构性存款及
构建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5,822,908.24

12,821,784,489.65

-81.00 主要系公司偿还融资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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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完成了ARCFOX品牌旗下α T产品的生产导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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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市场情况影响，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将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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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姜德义
2020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