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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17-1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802,648,51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42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锟（代）、黎军  

联系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 号  

电话 023-67594008  

传真 023-67866055  

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制造和销售汽车（含轿车）、制造汽车发动机系列产品。主要产品包括 CS 系列 SUV，睿骋、

逸动系列、悦翔系列轿车，欧尚、欧诺、欧力威系列等 MPV。 

长安汽车为中国汽车行业第一阵营、第一自主品牌、第一研发实力企业，多年来位居全国工业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100 强、重庆上市公司前 10 强之列。 

长安汽车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关爱永恒”的核心价值，以“美誉天下，创造价值”为品牌理念，致力于用科技创新引

领汽车文明，努力为客户提供令人惊喜和感动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形成轿车、微车、客车、卡车、SUV、

MPV 等低中高档、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谱系，拥有排量从 1.0L 到 2.0L 的发动机平台。截至目前，已成功推出逸动、逸

动 XT、悦翔、CS15、CS35、CS75、CX70、欧尚、欧诺等一系列经典自主品牌车型，广受市场追捧和消费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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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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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78,542,441,757.19  66,771,580,527.66 17.63% 52,913,332,10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0,285,284,120.57 9,952,714,168.09 3.34% 7,561,081,58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9,448,723,644.17  9,560,013,288.84 -1.16%  7,279,008,67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286,551,305.20 5,414,890,769.50 -57.77% 3,779,921,77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19 2.13 2.82% 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6.81% 33.14%   下降 6.33个百分点 34.2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106,510,473,733.93 89,413,988,669.66 19.12% 69,687,352,89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43,573,812,403.87 34,385,189,070.36 26.72% 25,637,298,549.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337,756,565.65 16,464,006,355.60 17,805,233,132.26 24,935,445,703.6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3,017,139.39 2,817,971,442.93 2,248,359,745.89 2,545,935,792.3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9,388,182.32 2,521,923,269.60 2,224,467,585.50 2,172,944,60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5,418,932.11 3,005,368,295.96 1,871,807,733.81 -4,206,043,656.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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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5,204 户，其中 A 股股东 130,197 户，B 股股东 25,007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6,468 户，其中 A 股股东 147,180 户，B 股股东 29,288 户。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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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0.88% 1,963,357,619 139,762,403 无质押或冻结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90% 139,422,927  无质押或冻结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1.68%  80,881,075  无质押或冻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一般法人 1.15% 55,393,100  无质押或冻结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94% 45,195,100  无质押或冻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89% 42,607,294  无质押或冻结  

VALUE PARTNERS 

HIGH-DIVIDEND STOCKS 

FUNDS 
境外法人 0.81% 38,911,038  无质押或冻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77% 36,844,961  无质押或冻结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

产－招商银行－安邦资产－共

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7% 32,070,942  无质押或冻结  

HTHK-MANULIFE CHINA 

VALUE FUND 
境外法人 0.64% 30,750,475  无质押或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

司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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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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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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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长安债 112079 2017 年 04 月 23 日 198,000 5.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按照《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为 5.30%。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3.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2.4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取得

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7.70 元。 

公司 2016年支付债券利息 10,488万元；债权登记日：2016年 4月 22日；

除息日：2016年 4月 25日；付息日：2016年 4月 25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等规定，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联合信用评级于 2016年 6 月 15

日出具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维持长安汽车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同时维持“12 长安债”的信用等级为“AAA”。（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长安汽车：2016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275,896 1,216,509 4.88% 

 流动比率 110.01% 102.68% 上升 7.33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59.30% 61.78% 下降 2.48 个百分点 

100%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7% 

40.8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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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动比例 94.52% 84.80% 上升 9.72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20% 22.02% 下降 1.82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85.60 88.14 -2.88%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0.29 48.13 -57.8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4.29 105.88 -1.5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变动超过 30%的原因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否 

2016年，中国汽车市场产销规模再攀新高，全年累计产销双超2800万辆，同比增长分别为14.5%和13.7%，并再次刷新

全球单一市场的历史纪录，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在全球市场所占比重已由四分之一强向接近三分之一迈进,

一个3000万辆级的汽车市场已经成型。2016年，乘用车产销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分别完成2442.1万辆和2437.7万辆，比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5%和14.9%。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长安汽车创新战略管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主与合资“两条腿”走路，扎实实施事业领

先计划，主要战略目标全面达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突破306万辆，市场份额10.9%，保持行业第四的地位，在全球拥

有超过1400万用户。同时自主乘用车的品牌、产品与技术和体系力不断增强，为长安汽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坚

定了长安汽车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长安汽车实施事业领先计划，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抓住未来十年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抓住未来3-5年，

实现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坚持自主与合资“两条腿”协同发展，加快自主板块发展，努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根基，

同时进一步加强合资合作，创新合资合作发展道路。坚持以中国市场为主体，积极、稳健开拓海外市场。以新能源技术等为

突破口，以信息化技术创新为手段，加快长安汽车从传统制造企业向现代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分行业 

汽车 78,542,441,757 64,487,605,909 17.89% 17.63% 20.75% 降低 2.13 个百分点 

分产品 

销售商品 78,506,025,517 64,464,005,467 17.89% 18.01% 21.15% 降低 2.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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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深圳市长安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深圳市注册成立，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年度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长安汽车已于报告期内吸收合并河北长安商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京川渝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本年度

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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