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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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颜广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春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春秀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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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915,648.22 3,072,996,019.83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61,374,499.03 1,646,979,623.70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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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551,186.57 5.63% 2,667,705,294.06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716,900.31 227.56% 13,540,264.98 -8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609,444.53 155.63% 2,504,714.50 -7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495,396.78 -102.62% -84,215,827.76 3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85.71% 0.02 -8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85.71% 0.02 -8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1.34% 0.81%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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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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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6,332.6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57,641.92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733,255.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9,223.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75,674.36  

合计 11,035,55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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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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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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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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22% 147,715,694 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8% 100,873,385 100,873,385 冻结 13,000,000 

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6% 59,547,738 59,547,738   

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2% 52,672,232 52,672,232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16,972,009 0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宁金丰和日利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7,676,554 0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宁金华盈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4,310,012 0   

潘荣华 境内自然人 0.54% 3,590,300 0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宁金丰和月满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3,138,290 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易富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6% 3,069,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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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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47,715,694 人民币普通股 147,715,694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972,009 人民币普通股 16,972,009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和日利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676,554 人民币普通股 7,676,554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华盈 6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10,012 人民币普通股 4,310,012 

潘荣华 3,59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0,300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和月满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38,290 人民币普通股 3,138,29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06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9,4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汇富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2,384,740 人民币普通股 2,384,74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旭富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2,1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5,800 

赵广莲 1,911,947 人民币普通股 1,911,9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天津市浩物

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潘荣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90,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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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53,410,374.79 652,382,044.92 -30.5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短期借款和融资租

赁款所致。 

应收账款 229,310,636.30 170,077,862.29 34.8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销售整车及零部件业务

应收款项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133,106,437.56 87,140,414.44 52.7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319,467.03 17,055,522.36 -45.36% 
主要原因系公司上年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于本报

告期内发放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80,431.25 20,568,598.56 -94.75% 
主要原因系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一年内到期部分

重分类至流动负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400,361.71 8,018,004.17 -82.5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收购少数股权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12,192,503.60 2,057,454.59 492.60%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确认收益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53,933.31 -1,061,282.07 -55.84% 
主要原因系公司联营企业天津财富嘉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021,276.81 106,750.42 -1993.46%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应收款项确认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497.66 58,403,387.35 -100.00%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所

致。 

营业利润 27,735,394.53 109,726,228.37 -74.72% 

主要原因系受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整车销售收入及汽车综合服务收入较上年同

期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以及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房

屋征收补偿款确认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2,413.52 14,465,964.76 -99.08%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因房屋征收收到停产停

业补偿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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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6,978,529.07 123,173,034.88 -78.10% 

主要原因系受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整车销售收入及汽车综合服务收入较上年同

期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以及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房

屋征收补偿款确认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444,647.44 20,554,580.09 -34.59%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净利润 13,533,881.63 102,618,454.79 -86.81% 

主要原因系受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整车销售收入及汽车综合服务收入较上年同

期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以及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房

屋征收补偿款确认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4,215,827.76 -121,766,794.96 30.8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采购整车及零部件支付

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763,626.34 1,665,223.76 -2367.78%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以

及本期投资支付的款项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828,920.09 -135,649,774.08 58.1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融资款项金额减少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77,639,862.75 -255,751,345.28 30.5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综合产生的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 日接到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通知，浩物机电、母公司天津物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集团”）及其部分关联公司已收到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或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出具的《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浩物机电、物产集团及其部分关联公司的重整申请。

鉴于浩物机电、物产集团及其部分关联公司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

性，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 年 08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与杭州大搜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

一致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发挥各自优势资源结成长期共同发展

联盟，共同聚焦发展汽车销售、维保及综合服务业务的创新发展。本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框架协议，具体的合作事项以签订的正式协议

为准。 

2020 年 08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0 年 09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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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终止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下属公司

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市轩德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轩德”），因经营调整需要拟终止租

赁关联方天津空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空畅”）位于西青

区大寺镇大寺工业园规划路二以北的房产（斯柯达 4S 店），并终止相关

租赁协议；天津轩德拟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承租天

津空畅取得使用权的坐落于西青区大寺镇大寺工业园规划路二以北的土

地房产（原上汽大众 4S 店），用于开展日常经营（经销品牌仍为斯柯达），

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租金总金额合

计为 8,307,935.74 元人民币。天津轩德与天津空畅已签署了《终止协议》

和《房屋租赁协议》。 

2020 年 09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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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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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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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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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3,200 — 4,600 14,077.91 下降 67.32% — 7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 0.07 0.23 下降 69.57% — 78.26%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0 年整车销售收入及汽车综合服务

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年同期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

确认收益影响净利润 6,535.71 万元。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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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2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联营企业天津财富嘉绩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股

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

情况 

不适用 

2020 年 08 月 1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

重整情况 
不适用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广彤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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