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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中期股息为每 10股 0.3元（含税）的现金红利。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汽集团 60123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广汽集团 02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眭立 刘东灵 

电话 020-83151139 020-83151139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号广汽中心 

电子信箱 ir@gac.com.cn ir@ga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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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86,522,572 137,409,527,863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0,679,004,299 80,134,086,002 0.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66,204,421 -3,366,111,714 -89.13 

营业收入 25,439,077,090 28,122,921,286 -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18,115,996 4,918,839,099 -5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24,225,273 3,266,752,011 -3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6 6.23 减少3.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8 -5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8 -52.0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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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注 1 国有法人 53.71 5,499,140,069 0 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2 境外法人 30.23 3,095,302,735 0 未知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2 421,898,543 421,898,543 质押 210,949,271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 210,949,272 210,949,27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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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06 210,949,271 210,949,271 无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 117,824,328 0 无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05,474,635 105,474,63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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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8 49,633,747 0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1 41,852,306 0 质押 41,852,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汽工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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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工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A股 5,206,932,069 股，约占本公司 A股股本的 7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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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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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债券（第一

期）（10 年期） 

12广汽 02 122243 2013-03-20 2023-03-20 3,000,000,000 5.0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6.08   39.9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9.84   23.9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主要工作情况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汽车行业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本集团顶住压力、迎

难而上，在疫情防控与经营发展“双线战役”中取得积极成效。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平稳，复工复

产全面推进，经营态势回稳向好。 

1、经受严峻考验，防疫复产取得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本集团第一时间成立防疫领导小组全面统筹部署，迅速落实防疫措施，

高度重视员工健康安全，集团近十万员工未发生群体性疫情。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分企业、

分领域、分阶段推动复工复产，属全国第一批复工复产车企，4月上旬本集团 5000 余家零部件、

物流供应商和销售店全部实现复工复产；各投资企业积极推进补产增产，千方百计挖掘产能，整

体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过采取一系列积极的经营挽回措施，本集团经营逐渐复苏

回升，主要指标持续改善。扎实推进“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协调零部件供应商复工



复产，启动海外零部件应急管理机制，保障了供应链稳定；积极稳投资，稳步推进广汽智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广汽爱信自动变速器项目、南方智能网联新能源试验场等系列重大项目；稳就业

保民生，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裁员风险。 

2、灵活把握节奏，板块发展各有亮点 

整车板块，乘用车整体表现优于行业，雅阁、凯美瑞销量占据中高级轿车细分市场前两位；

Aion S、雷凌、汉兰达、冠道、皓影、缤智、致炫、奥德赛等明星车型均名列各细分市场前茅；

新上市的 GS4 PHEV、GS4 COUPE、全新 GA8、Aion V、威兰达（含双擎）、C-HR EV、冠道中改款、

皓影锐·混动、凌派锐·混动、讴歌 CDX中改款等车型受到市场好评；广汽蔚来首款车型 HYCAN(合

创)007成功上市并实现交付。零部件板块，圣戈班玻璃项目成功落户梅州广汽零部件产业园，广

州中新延锋彼欧项目在筹建期已获得多个客户的配套定点。商贸服务板块，广汽商贸稳步推进渠

道建设，大圣科技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体制机制实施方案。金融服务板块，广汽汇理、众诚保险、

广汽资本、广汽财务等企业充分发挥产业金融协同，拓展库存融资业务，加大金融支持，推动产

融结合，优化车险业务，有力支撑主业发展。出行板块，如祺出行新增顺风车业务，推进加盟模

式，实现运力快速扩张。 

3、主动求新求变，多措并举抢抓市场 

快速响应各地政府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并及时推出特色促销政策，大力拓展市场意向客户。

持续推进数字速赢项目，构建数字化营销体系，广汽乘用车数字营销服务平台一期上线，营销业

务覆盖率提升至 80%；广汽新能源打造 Aion合伙人的全民营销模式。通过“老总带货”、“云发

布”等线上直播方式直达消费者，举办“广汽 628超级品牌日”活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携 12

家投资企业直播带货，实现观看总人数突破 5900万人次。 

4、持续强化创新，夯实自主发展根基 

充分发挥自主品牌董事会作用，积极完善自主品牌董事会运作机制，建立车型大总监体制，

促进研产销一体化。扎实推进 QDR 工程，推进产品品质改善。突出明星车型培育，丰富完善产品

矩阵，推出传祺 GS4 COUPE、GS4 PHEV、GS8S、GM8大师版等车型，完善传祺家族产品。按期投放

新车型 Aion V，配备一键遥控泊车、ADiGO 3.0智驾互联生态系统、5G智能健康座舱等最新技术，

并配备自主研发的中国首个集成 5G+C-V2X车载智能通讯系统，打造首款 5G智能汽车。 

5、纵深推进改革，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持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进广汽蔚来、众诚保险等引入战略投资者，启动创新创业

企业核心团队激励和跟投等制度，探索在石墨烯等创业公司实施员工持股；持续探索实施中长期

激励计划相关工作；优化管理层考核指标体系，探索建立“一人一指标”的高管差异化绩效管理

体系，突显考核指标的岗位相关性、客观性、差异化和可量化；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 40项制度；完成独立董事换聘，确保董事会成员构成科学合理；强化合规体系建设，建立完

善规范化、全覆盖的合规管理组织体系长效运行机制；推动审计机构模式改革，进一步强化风险

管控，构建科学规范、精简高效的审计管理及风险管理体系。 

6、加强投关管理，树立良好市场形象 

持续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有效”为原则开展信息披露工作，公司连续五年

获上交所信息披露“A 类评价”。2020 年上半年在上交所及联交所披露的各类公司文件无差错、

无延迟、无更正、无补充，公告数分别达 98项和 80 项。通过上交所 e互动、投资者热线、路演、

投资者交流会等多种途径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接待投资者/分析师超过 1500 余人。公司荣获“第

十一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最佳投关公司”、第三届“新财富最佳 IR 港股公司”

等荣誉称号。 

 

3.2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营业总收入约为 256.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9.5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3.18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52.87%；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23 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约 52.08%。 

本报告期业绩变动主要影响因素是： 

1、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

内汽车行业的产销出现大幅下滑。进入第二季度以来，随着国内抗疫形势持续向好，一系列利好

政策相继出台实施，国内汽车行业产销形势逐渐回暖。本集团自复工复产以来，积极采取措施开

展经营挽回，主要指标持续改善，第二季度销量降幅比第一季度的收窄 5.38个百分点。面对复杂

多变的形势，本集团始终坚持正向研发、自主创新，加快推出新产品，不断增强产品力。上半年

先后推出传祺新一代 GS4 PHEV、GS8S、GS4 COUPE、Aion V 和全新 GA8, 进一步丰富自主品牌明

星产品组合。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逆势上涨，上半年销量超过 2万辆，同比增长 89.42%。 

2、日系合资企业产品技术推陈出新，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其中广汽丰田继续保持逆势上扬

态势，主力车型供不应求，上半年新推出威兰达（双擎）和 C-HR EV，新能源和节能产品的结构

比例持续提高；广汽本田皓影持续热销，冠道、讴歌 CDX中改款,并新推出凌派锐·混动。 

3、受疫情影响，集团整车企业产销量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服务、汽车部件及商贸服务

等配套业务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各业务板块协同效应持续显现，助力主业发展。其中金融企业

间合作不断加深、业务拓展创新，有力支持集团汽车销售；如祺出行不断丰富产品业务，延伸服

务范围，实现运力快速扩张。 

 



3.3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4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8 日 


	OLE_LINK10
	OLE_LINK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