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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8-027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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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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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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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轿车 股票代码 0008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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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清华 杨育欣 

办公地址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

山路 4888号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

山路 4888号 

电话 
0431-85781108   

0431-85781107 

0431-85781108   

0431-85781107 

电子信箱 fawcar0800@faw.com.cn fawcar0800@fa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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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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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8,923,764.72 13,401,342,339.01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912,350.03 270,456,754.98 -7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480,283.65 253,480,742.62 -7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4,868,385.83 314,512,464.55 +9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7 0.1662 -7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7 0.1662 -7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3.46% 减少 2.4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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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3,328,623.07 18,537,952,829.98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09,206,967.65 7,976,304,940.44 +0.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3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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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3.03% 862,983,689 215,745,922   

曲海鹏 境内自然人 1.81% 29,450,6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26,143,900    

何海潮 境内自然人 1.32% 21,535,28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61% 9,958,2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2% 8,506,316    

李伟东 境内自然人 0.46%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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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常春藤六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6,339,715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5,549,5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5,54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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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到，公司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境内自然人李伟东通

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5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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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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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18年上半年，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公司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和自主产品结构调整等

因素影响，实现整体销售11.24万辆，较上年同期增加1.01%；实现营业收入1,347,892.38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58%；实现营业利润30,890.2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5.16%；实现利

润总额31,159.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09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0.08%。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以“精进起航”为经营方针，开展“深化改革攻坚战、强化创新持

久战、提升能力阵地战”三大战役，精益求精，锐意进取，在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

体如下： 

1、开展深化改革攻坚战。（1）提升管理效率，激发企业活力。持续开展管理效率提升

工程，优化电子审批流程步骤；转型体制机制，打造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互联网生态系统。（2）

强化运营偏差管控和风险控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到周的预算管控机制，定期开展经营分

析例会，保证经营目标实现。（3）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人力资源效能。完善专业技术管

理、生产操作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员工能力要求和员工职业发展相统一的能力管理体系；

完成公司薪酬制度改革，建立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及渠道，以此传递压力，激发活力，并持续

打造学习型企业氛围。 

2、开展强化创新持久战。（1）构建基于用户体验、用户参与的开发体系。建立车内空

气质量及气味正向开发策略，制定整车噪声与声音品质提升策略，完成整车声学包数据库建

立；完成智能网联规划，明确发展规划及实现路径；首次完成特定工况无人驾驶智能驾驶在

数博会的多频次全公开展示，展现了奔腾在智能驾驶领域技术的先进性。（2）提升营销服务，

促进销量增长。自主品牌重塑奔腾品牌，以“4F”营销为核心，推动“4F” 落地；合作品牌

深化价值经营，围绕客户和经销商，实现价值理念从营销领域向经营领域延伸，促进体系良

性发展。 

3、开展提升能力阵地战。（1）确保项目进度，开展新业务探索。全面推行项目CEO制，

签订项目合同，实现“责权利”高度统一，保障项目顺利投放；利用外部平台和资源，实现

新能源、共享出行领域突破。（2）落实 “基于用户评价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从入口、

生产、出口、市场四个方面强化质量管控，强化质量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创新开展全员参

与的质量改进活动，加速问题解决，为品质持续提升奠定基础。（3）发展智能制造，提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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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水平。合理调配结构，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导入先进技术，压缩生产准备关键路径；实现

锐棱技术应用并完成新颜色开发调试，提升工艺制造水平；通过运行周产销平衡体制，压缩

生产周期，保证销售需求。（4）持续实施开门采购，深度整合供应商资源。清理沉默资源，

引入优质外部资源，并完成战略供应商资源平台的搭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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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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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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