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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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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洪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剑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玉

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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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8,221,089.49 3,750,553,501.11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71,503,670.69 1,035,221,313.88 3.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257,073.43 35,838,512.47 -74.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71,699,212.95 738,230,961.41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666,062.12 34,894,677.24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043,085.43 29,669,360.00 1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8 3.46 增加 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7 0.2128 5.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1 0.2128 4.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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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7,028.3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250,713.7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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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65,818.8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030.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9,925.91  

所得税影响额 -532,631.86  

合计 2,622,976.6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0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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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洪凌 36,802,672 22.16 36,802,672 质押 9,002,000 
境内自然

人 

张祖秋 18,963,676 11.42 18,963,676 质押 2,559,00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号远望基金 

6,180,000 3.7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09,480 2.47 0 无 

0 

其他 

冯美来 3,592,662 2.1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480,350 2.10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13,038 1.99 0 无 

0 

其他 

陈洪泉 3,005,813 1.81 3,005,813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宋瑾 2,800,000 1.69 2,800,000 无 
0 境外自然

人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

信证券卓越成长股票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494,735 1.50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号远望基金 
6,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09,480 人民币普通股 4,109,480 

冯美来 3,592,662 人民币普通股 3,592,66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80,350 人民币普通股 3,480,3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13,038 人民币普通股 3,313,038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

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94,735 人民币普通股 2,494,73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0,9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806,444 人民币普通股 1,80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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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信养天年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89,722 人民币普通股 1,789,722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陈洪凌、张祖秋和宋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并且是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东中，宋瑾系陈洪凌之妻，陈洪泉系陈洪凌之弟；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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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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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洪凌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