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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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永祥 董事 因公未出席 童永 

李强 董事 因公未出席 李甦 

王其东 独立董事 因公未出席 李洪峰 

公司负责人戴茂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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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0,330,424.52 1,048,590,848.06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4,465.27 4,840,832.45 -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47,536.99 -795,116.44 -9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1,563,434.19 -333,206,858.15 -5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40%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914,439,237.18 4,954,911,980.56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0,618,849.98 1,236,634,384.7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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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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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5,089.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935.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9,463.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248.87  

合计 5,532,00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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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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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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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2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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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 18.53% 128,854,122  质押 64,425,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消

费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7,000,000    

正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0.82% 5,712,639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73% 5,050,000    

张凯亮 境内自然人 0.65% 4,512,600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 

其他 0.51% 3,542,22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3,328,487    

通泉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

司－通泉－璞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650,000    

刘春林 境内自然人 0.36% 2,528,20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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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4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2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28,85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28,854,1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消

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5,712,639 人民币普通股 5,712,639 

陈建平 5,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0,000 

张凯亮 4,5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2,6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3,542,220 人民币普通股 3,542,22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3,328,487 人民币普通股 3,328,487 

通泉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通泉－璞睿证券投资基金 
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 

刘春林 2,528,205 人民币普通股 2,52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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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陈建平、张凯亮、通泉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通泉－璞睿证券投

资基金、刘春林分别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50,000 股、

4,509,300 股、2,650,000 股和 2,528,20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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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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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率 说明 

货币资金 828,956,088.15 1,380,535,210.21 -39.95%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335,364,060.12 938,173,157.49 42.34% 主要系本期分期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5,007,920.25 50,140,029.32 -30.18% 主要系期初预付款在本期核销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3,780,094.65 191,040,838.46 100.89% 主要系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补贴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56,478,100.00 21,000,000.00 168.94% 主要系本期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409,283.20 45,389,471.30 -66.05%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绩效工资在本期发放所

致 

 

二、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率 说明 

财务费用 -304,995.40 -1,957,250.73 84.42%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741,739.52 6,247,248.09 20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56,929.82 -496,475.01 -32.32%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6,059,025.13 75,397,753.12 173.30% 主要系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0,310.79 120,450.73 -33.32%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378,333.47 1,862,630.57 -549.81%  主要系子公司经营业绩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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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率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2,785,691.45 639,283,348.13 -44.82% 主要系本期分期销售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8,728,810.95 24,984,467.36 -65.06% 主要系公司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318,738.39 12,010,016.51 -39.0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减

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4,200.00 700.00 3357.14%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现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194,022.46 -100.00% 
上期主要系新合并子公司产生的现金净

额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2,648,929.50 40,000,000.00 281.62% 主要系新增贷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3,693,134.01 31,739,900.00 258.20% 主要系偿还贷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437,888.98 1,715,823.23 -125.52%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编号为2014-076《重大合同公告》，公司向合肥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分三个批次供应安凯牌新能

源城市客车 460 辆，合同总金额 15,517 万元（不含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及国家补贴）。截至2015年3月31日，该批订单已

完成销售220台。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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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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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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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