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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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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谭小刚 董事 因公外出 周治平 

陈全世 独立董事 因公外出 庞勇 

卫新江 独立董事 因公外出 刘纪鹏 

吕来升 董事 因公外出 无 

公司负责人朱华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德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剑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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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54,983,833.18 97,617,053,590.38 1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574,285,870.08 44,028,312,743.66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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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9,924,854.44 51.32% 55,841,582,333.54 2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3,806,569.75 309.70% 3,485,972,972.43 23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9,048,534.49 183.52% -2,097,839,766.98 4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019,439,880.31 86.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325.00% 0.73 23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增加 2.89 个百分点 7.61% 增加 13.5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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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47,958,2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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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96,6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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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648,739.46 

对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0,344,929.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78,048.37 

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延期付款利息 33,690,992.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1,014,5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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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34,242.83 

合计 5,583,812,7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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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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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001,080,085  无质押或冻结 -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2% 928,044,946  无质押或冻结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4.88% 234,265,333  无质押或冻结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9% 229,847,911  无质押或冻结 -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1% 154,120,237  无质押或冻结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15% 55,393,100  无质押或冻结 -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73% 35,283,393  无质押或冻结 - 

DRAGON BILLION SELECT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57% 27,561,583  无质押或冻结 -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57% 27,162,766  无质押或冻结 - 

CAPE ANN GLOBAL 

DEVELOPING MARKETS FUND 
境外法人 0.50% 24,130,860  无质押或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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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001,080,085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80,085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28,044,946 人民币普通股 928,04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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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34,265,333 人民币普通股 234,265,3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9,847,911 人民币普通股 229,847,911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54,120,23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4,120,23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5,3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5,393,100 

GIC PRIVATE LIMITED 35,283,393 境内上市外资股 35,283,393 

DRAGON BILLION SELECT MASTER FUND 27,561,58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561,583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7,162,766 人民币普通股 27,162,766 

CAPE ANN GLOBAL DEVELOPING MARKETS FUND 24,130,8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130,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中汇

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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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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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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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变动比例 

1 货币资金 21,523,795,949.13 10,066,171,353.48 113.82%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7,297,862.80 2,419,476,200.00 -82.75% 

3 应收账款 2,168,748,567.22 838,314,076.82 158.70% 

4 存货 4,854,582,355.32 3,375,441,488.37 43.82% 

5 合同资产 1,795,811,136.71 3,462,221,902.09 -48.13% 

6 其他流动资产 999,687,355.44 1,746,120,128.04 -42.75% 

7 短期借款 380,000,000.00 229,580,000.00 65.52% 

8 合同负债 5,289,446,772.53 2,315,641,685.78 128.42% 

9 其他应付款 2,847,502,506.48 4,809,918,141.45 -40.80% 

10 长期借款 1,555,300,000.00 55,300,000.00 2712.48%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11 税金及附加 2,076,509,817.05 1,579,840,592.98 31.44% 

12 管理费用 2,360,629,505.98 1,559,033,968.43 51.42% 

13 其他收益 404,396,688.75 762,226,068.65 -46.95% 

14 投资收益 3,524,898,587.68 -522,405,370.82 774.74% 

1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16,243,496.56 127,407,169.45 1325.54% 

16 所得税费用 -318,261,022.83 141,920,459.01 -324.25% 

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85,972,972.43 -2,661,510,402.32 230.98%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19,439,880.31 3,757,823,903.36 86.80% 

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3,739,202.45 -3,172,586,837.66 190.58% 

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2,765,197.42 -413,937,943.57 460.63% 

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344,467,853.86 202,190,712.04 5510.78%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114.55 亿元，比年初增长 14.18%；总负债 639.77 亿元，比年初增长 19.17%；资产负

债率为 57.40%，比年初增加了 2.41 个百分点。货币资金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所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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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性金融资产大幅减少，主要系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所致，原合并范

围内应收款项转为合并范围外应收款项；存货大幅增加，主要系库存商品增加；合同资产大幅减少，主要系本年收到新能

源汽车补贴；其他流动资产大幅减少，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借方余额减少；短期借款大幅增加，系公司新增借款所致；合同

负债大幅增加，主要系预收经销商货款增加；其他应付款大幅减少，主要系 CAPSA 处置款转入投资收益；长期借款大幅

增加，系公司本年新增专项借款所致。 

年初至本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大幅增加，主要系收入增加，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增加；管理费用大幅增加，主

要系机构变动、预提工资费用变动等导致；其他收益大幅减少，主要系取得的政府财政补贴减少；投资收益大幅增加，主

要系新能源科技公司混改及出售 CAPSA 股权获得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大幅增加，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所得税费用大幅减少，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销

量增长、产品结构优化，自主业务盈利能力大幅改善，合资业务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同时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约 56 亿元。 

年初至本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净

流入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系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系取得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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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 13 项议案，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5 月 22 日，该事项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0-44）。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公告编号：2020-52）。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 5 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8 月 10 日，相关调整议案经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0-74）。 

2020 年 9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公告编号：2020-84）。 

2、无偿划转事项 

2020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无偿划转公司 0.71%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8）。公司

实际控制人兵器装备集团已与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投控”）签订无偿划转协议，将其所持有的长安汽

车 34,232,588 股股份，即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1%，无偿划转给中电科投控。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无偿划转公司股权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5）。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4），确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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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无偿划转的股份已经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8 日。 

3、股权激励事项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 3 项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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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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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报告期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369 
西南

证券 
50,000,000 35,500,000 0.63% 33,630,000 0.51% 176,893,800.00 6,856,244.2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初始

投资 

股票 300750 
宁德

时代 
1,000,000,821 22,999,575 1.06% 1,149,159 0.05% 240,404,062.80 1,960,539,622.4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初始

投资 

合计 1,050,000,821 58,499,575 -- 34,779,159 -- 417,297,862.80   1,967,395,866.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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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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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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1月16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1月1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1月21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1月2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全景·路

演天下”

网络直播 

全体投资者 
详情见2020年5月6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4月30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5 月 7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5月9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5月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5 月 8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5月9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5月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5 月 12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5月14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5月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20 年 05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5月14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5月1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20 年 06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6月28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6月2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4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7月17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7月1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5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7月17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的《长安汽车：2020年7月1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6 日 电话会议 机构 
详情见2020年7月17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7月1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7月21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7月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9月2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8月3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见2020年9月3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上

的《长安汽车：2020年9月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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