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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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戴茂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恩秀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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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67,479,921.69 7,978,811,617.60 -1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22,219,170.78 1,091,566,760.45 -6.3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5,768,209.02 -35.07% 2,039,166,381.73 -3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5,947,182.55 -110.67% -258,076,723.07 -20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573,501.50 -76.39% -269,745,950.56 -10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10,239,471.72 -14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108.16% -0.3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108.16% -0.36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4% -6.39% -25.15%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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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7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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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7,549.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6,841.73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48,627.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99,210.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7,815.02  

合计 11,669,227.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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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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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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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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0% 184,763,565 37,763,565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7% 128,854,122    

陈金国 境内自然人 0.52% 3,805,623    

刘军 境内自然人 0.29% 2,139,600    

黎春生 境内自然人 0.25% 1,850,950    

梁伟 境内自然人 0.20% 1,478,800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16% 1,200,000    

王宇 境内自然人 0.15% 1,129,400    

解文强 境内自然人 0.14% 1,036,706    

徐爱华 境内自然人 0.13% 96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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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28,85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28,854,122 

陈金国 3,805,623 人民币普通股 3,805,623 

刘军 2,1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9,600 

黎春生 1,850,95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950 

梁伟 1,4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8,800 

陈建平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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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 1,1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9,400 

解文强 1,036,706 人民币普通股 1,036,706 

徐爱华 9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96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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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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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陈金国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3,805,623 股股份；刘军通过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139,600 股股份；黎春生通过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850,950 股股份；梁

伟通过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478,800

股股份；陈建平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 1,200,000 股股份；解文强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 1,2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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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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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较年初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应收票据  78,012,530.00   123,639,942.79  -36.90%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结算的货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36,111,505.21   21,355,277.01  69.10% 主要系本期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76,264,136.52   2,590,912,451.61  -31.44% 主要系本期收到新能源补贴款影响所致 

存货  172,477,218.47   121,819,359.24  41.58% 主要系本期库存商品及原材料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7,255,324.14   226,648,420.46  -30.62%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1,119,610.67   11,397,197.82  85.31% 主要系本期在安装设备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377,041.68   710,088.51  93.93% 主要系本期装修改造费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44,674.29   10,145,878.32  98.55% 主要系本期部分款项未结算影响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218,000.51   50,343,760.16  -83.68%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绩效工资影响所致 

应交税费  13,643,565.38   23,874,733.68  -42.85%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及房产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3,000,000.00   423,000,000.00  -47.28%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739,000,000.00   512,000,000.00  44.34%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529,918,248.65   383,308,205.15  38.25% 主要系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影响所致 

专项储备  13,542,831.02   9,187,306.12  47.41% 主要系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301,938,359.89   -43,861,636.82  -588.39%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下降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0,097,033.45   48,837,630.88  -58.85%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下降影响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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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2,039,166,381.73   3,217,272,645.28  -36.62%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下降及合并范围变化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1,960,882,513.11   2,979,982,554.60  -34.20%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下降及合并范围变化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15,254,513.08   23,713,943.65  -35.67% 主要系本期应缴纳土地使用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24,151,938.93   184,163,539.28  -32.59%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化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94,480.59   -5,377,756.76  163.12% 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14,797,549.65   43,556,340.51  -66.0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10,060,438.32   -5,904,569.41  -70.38%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1,635.90   20,670,165.32  -99.70% 主要系上期以无形资产投资联营公司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857,560.26   451,355.58  9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违约金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19,120.50   524,036.67  113.56%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6,557,294.57   -14,710,156.51  348.52%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下降影响所致 

 

3、报告期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6,512,487.56   87,099,822.38  114.14% 主要系本期收到退回的待抵扣进项税影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015,572.49   142,786,784.10  -67.77%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所得税、增值税减少影响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48,627.56   1,859,638.00  2591.31% 主要系本期收回银行理财影响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35,250.8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到参股公司利润分配款影响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871,609.72   18,348,502.45  -46.20% 主要系上期合并子公司产生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233,892.63   43,027,747.90  -64.60%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17,3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款影响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7,802,423.44  -100.00% 主要系上期处置子公司产生的现金净额影响所致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84,259,995.40    主要系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款影响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9,630,618.71   72,261,379.29  107.07% 主要系本期融资保证金收回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00,000.00   302,865,877.61  -99.77% 主要系上期融资保证金支付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193,399.33   -3,767,913.34  158.21% 主要系外汇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并分别在

2017 年 3 月 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 2017 年 9 月 18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53,584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中型高档公商务车项目、产品验证能力提升

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力建设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4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9,113,120 股新股。 

    2018 年 6 月 2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验

字[2018]5156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4,859,995.4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275,409.61 元（不含进项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3,584,585.79 元。 

    《安凯客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相关公告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纸质媒

体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流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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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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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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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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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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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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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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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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