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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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汤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波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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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6,805,079.52 33,311,872,530.14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36,698,400.99 15,333,583,739.5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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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70,894.84 -501,668,968.7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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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9,105,287.98 2,813,810,717.98 2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49,856.06 -142,929,741.6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478,313.59 -197,604,060.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0.82 增加 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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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346,0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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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1,096.0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73,3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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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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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09.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54,161.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4,437.59 

所得税影响额 -11,901,731.07 

合计 66,728,4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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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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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823,314,023 37.1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220,726 7.60  未知  境外法人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87,428,292 3.9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97,395 2.99  未知  未知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40,885,192 1.85  未知  国有法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4组合 
34,000,065 1.54  未知  未知 

Avanda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Avanda亚洲优势母基金（交易

所） 

26,885,860 1.21  未知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23,840,236 1.08  未知  境外法人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中国

太平洋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产

品（保额分红）委托投资 

20,830,210 0.94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053,900 0.91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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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823,314,023 人民币普通股 823,314,02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220,726 人民币普通股 168,220,726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87,428,292 人民币普通股 87,428,29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97,395 人民币普通股 66,19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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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40,885,192 人民币普通股 40,885,19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组

合 
34,000,065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65 

Avanda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司－Avanda亚洲

优势母基金（交易所） 
26,885,86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5,860 

GIC PRIVATE LIMITED 23,840,236 人民币普通股 23,840,236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相对收益型产品（保额分红）委托投资 
20,830,210 人民币普通股 20,830,2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05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5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为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除

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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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75,317,674.58 912,539,139.13 1,062,778,535.45 116.46 

预付款项 422,131,695.32 280,679,978.33 141,451,716.99 50.40 

使用权资产 9,595,547.66 
 

9,595,547.66 不适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643,886.67  3,643,886.67 不适用 

租赁负债 5,468,695.68 
 

5,468,695.68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533,036.90 29,828,304.13 18,704,732.77 62.71 

短期借款  75,000,000.00 -75,000,000.00 -100.00 

应交税费 93,557,096.81 175,401,632.93 -81,844,536.12 -46.66 

其他综合收益 408,532,960.70 636,000,760.11 -227,467,799.41 -35.77 

（1）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本报告期末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3）使用权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租赁负债：主要是本报告期实施新租赁会计准则影响所

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主要是国补回款归还保理保证金影响所致； 

（6）应交税费：主要是本报告期上缴增值税影响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减少所致。 

 

3.1.2 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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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成本 3,106,472,668.15 2,369,528,555.74 736,944,112.41 31.10 

财务费用 -50,711,777.74 -29,843,542.59 -20,868,235.15 不适用 

其他收益 57,493,747.87 40,257,475.49 17,236,272.38 42.8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632,320.37 -7,433,970.07 -9,198,350.3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44,302,637.44 140,886,842.41 -185,189,479.85 -131.45 

所得税费用 -86,461,752.39 -56,259,627.70 -30,202,124.69 不适用 

（1）营业成本：主要是本报告期销量增长影响所致； 

（2）财务费用：主要是本报告期将与订单相关的按揭贴息列支营业成本影响所致； 

（3）其他收益：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是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评估变动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报告期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增加所致； 

（6）所得税费用：主要是本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 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4,822,723.60 355,694,342.96 -140,871,619.36 -39.6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23,731,200.52 4,278,267,312.88 -2,254,536,112.36 -52.7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8,635,762.80 49,122,218.95 -30,486,456.15 -62.06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43,954,080.00 
 

343,954,080.00 不适用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1,096,589.38 -51,096,589.38 不适用 

（1）支付的各项税费：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的增值税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2）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到期的短期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

致； 

（4）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限制性股权激励款影响所致； 

（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回的保理保证金列支经营活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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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年2月2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向548

名激励对象授予4,996.3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2月26日，授予价格为6.99元/股。 

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已完成向53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4,899.2万股，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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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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2021年客车行业需求预计将迎来恢复性增长，预计年初至

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会有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玉祥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