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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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庆洪及总经理冯兴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郑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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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7,338,954,454 137,409,527,863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0,054,130,430 80,134,086,002 -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73,241,577 -6,031,010,077 -7.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765,458,808 14,256,048,841 -2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8,493,097 2,777,967,504 -9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595,179 2,210,231,655 -10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5 3.56 减少 3.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27 -9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27 -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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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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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32,78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90,55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995,4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89,9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43,357 

所得税影响额 -6,787,037 

合计 198,08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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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36,45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注 2 

5,499,140,069 53.71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3 

3,095,202,878 30.23 0 未知 - 境外法人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1,898,543 4.12 421,898,543 质押 210,949,271 国有法人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 
210,949,272 2.06 210,949,272 无 0 国有法人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广金资产财

富管理优选 3号私募

投资基金 

210,949,271 2.06 210,949,271 无 0 其他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15,665,014 1.1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

限公司 
105,474,635 1.03 105,474,635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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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105,474,635 1.03 105,474,635 质押 105,474,635 国有法人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49,633,747 0.4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

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41,852,306 0.41 0 质押 41,85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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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99,140,069 人民币普通股 5,499,140,069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095,202,8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95,202,878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15,665,014 人民币普通股 115,665,014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9,633,747 人民币普通股 49,633,74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41,852,306 人民币普通股 41,852,30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5,230,166 人民币普通股 35,230,16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4 34,297,786 人民币普通股 34,297,78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2,189 人民币普通股 19,992,189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混合型组合 
15,200,036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36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08,687 人民币普通股 14,208,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注 1：报告期末股东总数为 36,450户，其中 A股股东人数为 36,190户，H股股东人数为 260户。 

注 2：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股 5,206,932,069股，约占本公司 A股股本

的 72.94%；同时，通过港股通及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股

292,208,000股，约占本公司 H股股本的 9.43%；故其持有本公司 A、H股合计共为 5,499,140,069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71%； 

注 3：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 H股股份为

代表多个客户持有，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H股股份也委托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处； 

注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是代表多个港股投资者通过沪股通持有的 A股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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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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07,315.96  -52.12% 
主要是本报告期应收票据到期减少等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40,451.17  33.90% 
主要是本报告期广汽财务发放贷款增

加以及待抵扣进项税增加等所致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564,463.31  -34.34% 
主要是本报告期非合并范围企业在广

汽财务的存款净增加额下降等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89,435.30  -53.86%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到期的 20 亿元公

司债券等所致 

销售费用  56,343.02  -25.21% 
主要是本报告期广告宣传及市场费同

比减少等所致 

管理费用  63,576.62  -31.37% 
主要是本报告期无形资产摊销转入营

业成本及股权激励同比减少等所致 

其他收益  20,854.78  136.31%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相关政府补助同

比增加等所致 

投资收益  94,830.12  -63.07% 
主要是本报告期合营、联营企业盈利减

少等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218,912.03  -32.19% 

主要是本报告期随销量减少而减少现

金收入等所致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

加额 
 89,736.98  374.45% 

主要是本报告期广汽财务发放的客户

贷款增加等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3,534.45  -55.68% 
主要是本报告期随产销量减少导致税

费支付减少等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96,251.52  -47.74% 

主要是本报告期广汽乘用车工厂建设

按进度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同比减

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85,662.20  297.40%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 20 亿元公司债券

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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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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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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庆洪 

日   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