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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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宗莲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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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736,674,566.17 9,078,413,495.82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38,572,596.23 1,320,244,909.95 -6.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0,578,808.83 -24.79% 3,217,272,645.28 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038,251.14 -936.10% -83,822,214.20 -4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90,423.26 -13,011.35% -133,624,941.62 -1,51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5,929,903.41 13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900.00% -0.12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900.00% -0.12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4.86% -6.55%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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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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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6,340.5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86,213.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722,993.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43,723.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24,509.53  

合计 49,802,727.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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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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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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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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3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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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147,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3% 128,854,122  质押 64,425,000 

叶宸瑜 境内自然人 0.40% 2,771,900    

刘先华 境内自然人 0.40% 2,759,144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5% 2,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

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2,230,510    

于祝文 境内自然人 0.30% 2,079,100    

章绍基 境内自然人 0.29% 2,000,000    

汪逸飞 境内自然人 0.26% 1,833,200    

刘大学 境内自然人 0.24% 1,67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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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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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宸瑜 2,7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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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华 2,759,144 人民币普通股 2,759,144 

陈建平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2,230,51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510 

于祝文 2,0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9,100 

章绍基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汪逸飞 1,8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3,200 

刘大学 1,6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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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陈建平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400,000 股股份；于祝文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079,100 股股份；章绍基通过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000,000 股股份；汪逸飞通过国盛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833,200 股股份；刘大学通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78,4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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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较年初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95,500,691.00 450,097,154.29 -78.78% 
本期应收票据结算的货款减少及安凯车桥

不纳入合并所致 

预付款项 49,811,451.01 18,673,255.72 166.75%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0,527,367.52 97,160,851.02 106.39%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8,484,949.65 36,712,893.36 113.78% 
主要系公司新增联营企业投资及安凯车桥

不纳入合并所致 

在建工程 18,470,442.68 32,377,908.96 -42.95% 主要系安凯车桥不纳入合并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469,143.86 32,158,699.09 -64.34% 主要系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131,800,000.00 1,766,800,000.00 -35.94%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65,969,668.43 121,307,825.14 -45.62% 主要系预收购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477,258.06 62,801,721.91 -88.09%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绩效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12,637,624.03 106,174,510.59 -88.10% 主要系本期交纳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2,240,107.98 3,492,148.00 -35.85% 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14,500,000.00 32,000,000.00 570.31%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 9,225,432.96 5,934,472.10 55.45% 主要系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102,468,846.16 184,077,321.65 -44.33% 主要系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3,713,943.65 5,618,808.89 322.05% 主要系本期增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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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列报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184,163,539.28 322,153,764.19 -42.83% 主要系销售结算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9,574,174.35 43,686,429.54 59.26% 主要系本期融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77,756.76 46,459,932.51 -111.58% 
主要系本期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

备所致 

投资收益 -5,904,569.41 -587,181.88 -905.58%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经营业绩下降及安凯车桥

按权益法核算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142,180.18 1,171,430,176.40 -98.20% 主要系上期发生额包含新能源国补所致 

营业外支出 544,695.95 1,335,025.86 -59.20% 主要系本期其他非正常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710,156.51 7,096,888.76 -307.28% 主要系公司本期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3、报告期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75,597,828.26 1,382,535,287.42 57.36%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87,099,822.38 14,001,404.37 522.08% 主要系公司本期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9,423,813.37 123,390,380.51 531.67%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以前年度新能

源国补资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59,638.00 5,000,000.00 -62.81% 
上年主要系安凯车桥收回投资理财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35,250.80 401,438.10 33.33% 主要系收到南京白鹭分红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11,251.75 648,834.56 -82.85%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48,502.45 8,210,379.77 123.48%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子公司产生的

现金净额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43,027,747.90 75,233,181.49 -42.81%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70,000,000.00 1,988,072,538.53 -31.0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2,261,379.29 31,808,961.56 127.1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融资保证金收回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66,500,000.00 777,592,576.63 140.04% 主要系本期偿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767,913.34 350,239.60 -1175.81% 主要系本期外汇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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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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和业绩的影响 

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对公司的整体生产和业绩均无重大影响。 

2017 年 9 月 26 日，公司收到产权交易中心支付的公司所持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 35%股权款 1,859,638.00 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安徽凯明工贸有限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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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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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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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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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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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ircs/ssgs/compa

nyIrmForSzse.do?stockcode=00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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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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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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