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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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天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龚圆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谢万兆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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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81,073,238.00 8,155,676,321.00 -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606,234.00 228,607,698.00 -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1,898,849.00 190,954,059.00 -6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7,216,801.00 -879,366,426.00 -5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6 -32.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6 -3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83%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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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1,953,662.00 26,383,760,753.00 -1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25,941,381.00 12,572,401,985.00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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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7,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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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09,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359,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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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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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266,15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789.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502,843.00  

合计 81,707,38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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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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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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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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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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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414 

其中 

A 股：30,833 

B 股：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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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3% 354,176,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32.00% 276,228,39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22,743,58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3,019,61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7,186,600 0 

质押 0 

冻结 0 

JPMBLSA RE FTIF 

TEMPLETON CHINA 

FUND GTI 5497 

境外法人 0.68% 5,848,450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0.63% 5,439,086 0 
质押 0 

冻结 0 

INVESCO FUNDS 

SICAV 
境外法人 0.58% 5,035,746 0 

质押 0 

冻结 0 

TEMPLETON DRAGON 

FUND,INC. 
境外法人 0.56% 4,836,708 0 

质押 0 

冻结 0 

TEMPLETON GBL 

INVSTMT 
境外法人 0.46% 3,948,718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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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T-TMPLTN EMGNG 

MKTS SMALL CAP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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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354,1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76,000 

福特汽车公司 276,228,394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6,228,3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745,784 人民币普通股 22,745,784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3,019,610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6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6,600 

JPMBLSA RE FTIF TEMPLETON CHINA FUND GTI 

5497 
5,848,4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848,450 

GAOLING FUND,L.P. 5,439,0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439,086 

INVESCO FUNDS SICAV 5,035,74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035,746 

TEMPLETON DRAGON FUND,INC. 4,836,708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36,708 

TEMPLETON GBL INVSTMT TRST-TMPLTN EMGNG 

MKTS SMALL CAP FD 
3,948,718 境内上市外资股 3,948,7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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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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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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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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累计销售了66,441辆整车，包括22,387辆JMC品牌轻型卡车，9,342

辆JMC品牌轻型客车，18,035辆JMC品牌皮卡，5,122辆SUV，10,019辆福特品牌商用车，116

台重卡以及1,420台整车散件出口，同比下降16%。因处于调整期的乘用车销量下降以及公司

整体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公司销售收入64.8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1%；净利润1.54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33%。一季度，公司继续巩固了在轻型商用车领域的市场地位，其中双品牌

轻客组合和域虎皮卡均于三月创单月销量新高。 

应付股利较去年年末增加4.12亿，主要是由于本期报告包含了2017年中期特别派息。 

第一季度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1.09亿元，下降比例37%，主要是由于乘用车销量下降引起

消费税减少所致。 

第一季度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0.33亿元，主要是根据城市规划及公司发展战略，全顺

厂已搬迁至小蓝新基地，对全顺厂原有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进行处置而产生的收益。 

第一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减少5.17亿，减少比例73%，主要是因为适用财政部制定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变化的影响，此影响损益表科目之间的

列报，不实际影响净利润。 

第一季度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0.21亿，增加比例为43%，主要原因是是由于当期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0.75亿，下降比例为33%，主要原因是处于调整期的乘用车销量

下降以及公司整体销售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同比减少5.18亿元，下降比例为59%，主要原因是

销量下降引起的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第一季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同比增加15.84亿元，增加比例为26347%，主要原因是

支付2017年度中期特别派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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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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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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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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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万

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万元） 

报告期损

益（万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货币基金 370011 
上投货币

B 
5000 0 0.00% 0 0.00% 0 156.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建行代销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 0 -- 0 -- 0 0 -- -- 

合计 5000 0 -- 0 -- 0 156.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 

注：1、本表要求按期末账面价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填列公司期末所持前十只证券情况。 

2、本表所述证券投资是指股票、权证、可转换债券等投资。其中，股票投资只需填列公司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核算的部分。 

3、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4、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如果公司委托理财的实际标的是证券投资，在此应进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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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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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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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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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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