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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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同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党育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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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5,555,331.81 6,023,998,580.95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6,908,101.27 420,966,248.38 16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859 0.385 123.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403,277.9 314,223,486.22 48.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426  0.288 47.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945,674,613.71 4,459,349,691.29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11,847.20 54,129,899.42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07,147.88 22,784,373.40 10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9% 14.14% 减少 0.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50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50 -8.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770.65 -377,9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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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5,321.28 10,435,276.02 

主要是子公司金杯延锋

公司当期计入的征地补

偿款 512 万及子公司金

杯延锋和金杯安道拓获

得产值增幅奖励 230 万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68,398.24 2,747,404.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769,152.39 12,804,6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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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5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66,424,742 20.32  质押 173,600,973 国家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533,426 16.67 218,533,426 无  其他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6,060,068 5.80  无  国家 

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8,647,233 4.47  质押 48,000,000 国有法人 

钟革 27,395,300 2.09  无  未知 

周晓宇 15,989,324 1.22  质押 15,989,324 境内自然人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5,579,738 1.19  无  未知 

吴景珍 12,263,447 0.94  无  未知 

彭璐 11,005,610 0.84  无  境内自然人 

肖裕福 9,343,286 0.71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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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66,424,742 人民币普通股 266,424,742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6,060,068 人民币普通股 76,060,068 

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8,647,233 人民币普通股 58,647,233 

钟革 27,39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95,300 

周晓宇 15,989,324 人民币普通股 15,989,324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15,579,738 人民币普通股 15,579,738 

吴景珍 12,263,447 人民币普通股 12,263,447 

彭璐 11,005,61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5,610 

肖裕福 9,343,286 人民币普通股 9,343,286 

诸家英 8,093,488 人民币普通股 8,093,4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股东为控股股东，第一股东与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五名、第八名及第十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因其账户组超比例持股

未按规定报告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内买卖证券的行为，周晓宇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辽宁证监局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并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处分。 

（3）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到期，已展期半年，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63%）继续存放在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的 1.42 亿股金杯汽车股份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被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2020 年 8 月 26 日其持有的 68,399,027 股

金杯汽车无限售流通股解除冻结，剩余被冻结股数为 73,600,973 股。 

公司股东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益宏”），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新益宏《关于提前终止

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新益宏基于其业务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截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收盘，新益宏持有公司股份 55,295,233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217%。（详见公司临 2020-062 号公告）。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股东新益宏的 4,800 万股质押股份已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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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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1,615,187,220.34 2,617,198,756.16 -38.29 

应收票据 49,168,382.40 169,031,305.57 -70.91 

其他流动资产 412,995,651.47 186,254,788.13 121.74 

在建工程 235,325,753.21 144,083,852.34 63.33 

应付票据 61,684,328.12 169,080,450.61 -63.52 

应交税费 57,855,131.15 22,869,749.44 152.98 

应付利息 16,148,891.24 95,707,060.08 -83.13 

应付股利 4,357,459.11 54,357,459.11 -91.9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069,839.57 1,584,830,581.53 -98.86 

变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38.29%，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了15亿到期应付债券本金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70.91%，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票据到期收回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121.74%，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为其股东增加的委托

贷款所致。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63.33%，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期初减少63.52%，主要原因系本期以票据支付供应商款项减少所致。 

（6）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152.98%，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同比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期初减少83.1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支付上年计提未付的债券利息

所致。 

（8）报告期末，应付股利比期初减少91.98%，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支付上年分配的股利所致。 

（9）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98.86%，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了15亿到期应

付债券本金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研发费用 52,297,745.40 16,108,356.24 224.66 

财务费用 42,252,087.66 82,192,326.12 -48.59 

投资收益 23,645,099.70 34,854,838.55 -32.16 

其他收益 10,435,276.02 999,263.74 944.30 

营业外收入 3,632,996.44 6,685,792.55 -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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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原因分析： 

（1）本报告期，研发费用同比上升，主要原因系子公司为宝马新业务新产品设计费同比增加所致。 

（2）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本期已偿还到期债券，所以减少债券利息所致。 

（3）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主要原因系权益法核算的企业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4）本报告期，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到的相关政府补助及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重分

类同比增加所致。 

（5）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同比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403,277.90 314,223,486.22 4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544,986.38 13,140,236.2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8,375,103.37 221,294,493.33 不适用 

变动原因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相关税费及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

金同比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偿还了 15 亿应付债券本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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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同富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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