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238                                        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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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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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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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元（含税）的现金红利。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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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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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11,746,627 142,806,662,917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680,337,359 84,321,007,368 3.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34,318,245,070 25,439,077,090 3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6,516,284 2,318,115,996 8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4,612,590 2,024,225,273 9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0,744,865 -6,366,204,421 -1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2.86 增加2.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3 8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3 82.61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注 1 8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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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注 2 

国有法人 53.12 5,499,140,069 0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3 

境外法人 29.90 3,095,1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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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421,898,543 0 质押 210,949,271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4 210,949,272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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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210,900,271 0 无 0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2 105,474,635 0 无 0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103,675,500 0 无 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52,737,317 0 质押 52,73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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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41,852,306 0 无 0 

魏兆琪 境内自然人 0.22 22,925,08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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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89,092 户，其中 A股为 88,830户，H股为 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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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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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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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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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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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6.26   39.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3.25   19.8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全球车用芯片供应短缺对汽车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对本集团的排产计划造成了

影响。受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预计下半年全球车用芯片供应短缺仍将持续，为本

集团全年汽车产销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本集团将持续协调资源保供稳供，实时调

整生产结构和排产计划，全力冲刺年度计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