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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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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江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先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晓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796,854,680.13 783,498,722.76 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13,158.96 13,100,378.34 -5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09,132.01 10,611,739.10 -11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924,637.85 -356,084,958.26 7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19 -5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19 -5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1.03% -0.55%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197,517,431.47 4,149,703,529.18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1,768,930.10 1,323,012,157.99 -2.36% 

注：（1）2012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52,0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配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35,201 万股增至 70,402 万股。 

（2）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披露《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计划在二级市场以不超过 5.2 元的价格，

总金额不超过 10400 万元，回购公司股票不超过 2000 万股，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 8,454,397 股，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 695,565,603 股。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披露定期

报告的，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发行在外的总股本须扣减已回购股份，相关财务指标（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按扣减后

的总股本计算。 

因此，公司针对上年同期每股收益进行调整，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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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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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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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999.85  

所得税影响额 1,486,613.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6,051.67  

合计 8,122,290.97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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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3% 144,200,000 50,99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 18.53% 128,854,122 28,730,000 质押 56,000,000 

上海阿客斯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10,005,866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9,045,000    

山西鑫铂睿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9,000,000    

孔维洪 境内自然人 0.72% 5,000,00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25% 1,738,041    

何英慎 境内自然人 0.22% 1,531,536    

丁云娟 境内自然人 0.19% 1,334,900    

漏华良 境内自然人 0.16% 1,11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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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12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00,124,12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3,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210,000 

上海阿客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5,866 人民币普通股 10,005,86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45,000 

山西鑫铂睿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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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洪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张旭 1,738,041 人民币普通股 1,738,041 

何英慎 1,531,536 人民币普通股 1,531,536 

丁云娟 1,3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4,900 

漏华良 1,114,304 人民币普通股 1,114,3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披露《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计划在二级市场以不超过 5.2 元的价格，

总金额不超过 10400 万元，回购公司股票不超过 2000 万股，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 8,454,397 股，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 695,565,603 股。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披露定期

报告的，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发行在外的总股本须扣减已回购股份。因此，本定期报告披露的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

均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的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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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比例  说明  

应收票据 138,658,248.72  344,026,846.23  -59.70% 
主要系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及到期

托收导致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831,696,959.56  582,406,259.84  42.80% 主要系本期分期销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8,507,959.77  59,680,453.10  65.06%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及质量保证金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15,969,491.14  73,180,043.22  58.47% 主要系新能源项目续建开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808,080.50  2,444,242.64  219.45% 
主要系子公司搬迁时费用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59,002.16  25,404,655.96  -85.60%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绩效工资在本

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8,426,995.85  -3,055,326.88  375.81%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及所得税

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423,749.99  256,666.67  65.10% 主要系本期未结算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6,893,764.49  112,103,359.54  57.80% 
主要系本期未结算材料费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81,445,649.00  57,445,649.00  41.78%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资金增加所致 

库存股 40,003,769.67  2,547,382.82  1470.39%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股份增加所

致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说明  
财务费用 2,165,123.07  1,671,819.75  29.51% 主要系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81,739.23  99,118.35  789.58% 
主要系联营企业本期净利润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6,711,333.91  11,525,349.44  -158.23%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872,094.51  3,168,480.39  211.57%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138.03  13,028.14  108.30%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20,841.68  13,028.14  59.97%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133,622.57  14,680,801.69  -78.65%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净利润 513,301.91  12,415,655.29  -95.87%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6,213,158.96  13,100,378.34  -52.57%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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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5,699,857.05  -684,723.05  -732.43%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746,905,721.57  458,146,986.36  63.03% 

主要系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501,682.78  1,521,748.07  1115.82% 主要系公司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8,082,990.22  3,299,064.98  1054.3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资金增加所导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895,620.52  34,653,300.79  -54.13% 上期主要系缴纳前期的增值税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75,185.75  3,081,947.95  -97.56% 

主要系上期应收股利在本期暂未

收回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53,470.00  3,862.00  1284.52% 
本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923,824.14  -100.00% 上期主要系理财收入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8,101,861.58  44,123,061.16  -36.31% 

上期金额主要系子公司新基地二

期投入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00,000.00  6,500,000.00  192.31% 
主要系子公司投资理财支付现金

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3,838.92  190,869.43  -97.99% 

本要系公司外汇结汇时由于汇率

的影响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披露《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计划在二级市场以不超过5.2

元的价格，总金额不超过10400万元，回购公司股票不超过2000万股，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

二月内。截止2013年4月1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8,454,397股，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695,565,60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01％，购买最高价为5.008元/股，最低价为4.0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4,000.38

万元（含印花税、佣金）。 

 
2、达州子公司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2年5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拟与安徽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

吴乐先为代表的经营团队三方共同在四川省达州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清洁能源汽车及LNG天然

气配套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额约143,670万元，建设内容为： 
（1）年产3000辆清洁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年产70万吨LNG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3）配套LNG储存及加气站若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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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注册已于2012年9月完成，投资项目正按计划顺利进行，项目正在报批过程中。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1）法定承诺：公司同意参加股权分置

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2）

特别承诺：承诺 A: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完毕六个月后,启动资产重组工作,

将旗下客车企业(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

整合入本公司,在壮大本公司实力的同时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具体方式为:择机在股

东大会上提出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对

该议案投赞成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

回避的除外);承诺 B：承诺在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将在遵守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的前提下,研究制定管理层

股权激励方案，并择机实施。 

  

（1）法定承诺

已履行完毕。

（2）特别承诺：

承诺 A 已履行

完毕。承诺 B 正

在履行。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正

在研讨阶段，待

时机成熟提交

董事会审议。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

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

限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六个月后 

解决方式 
将江汽集团旗下客车企业（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整合入本公司,在壮大本公司实力的同时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具体方式为：择机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承诺的履行情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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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四、对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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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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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3 月 26 日 公司 412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渤海证券、民生证

券、国都证券 

了解公司 2012年度整体经

营情况和对未来客车行业

的预测，未提供书面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