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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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宗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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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2,842,643.28 5,158,991,115.49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533,045,318.04 3,546,474,549.67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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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2,289.91  -21,692,5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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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364,171.91 500,938,481.66 4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107,619.60 39,827,845.92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090,859.74 51,001,481.46 -2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3 1.15 减少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7 0.0722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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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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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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2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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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527.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016,666.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4,256.94  

所得税影响额 -287,467.27  

合计 1,016,7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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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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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12,586,460 38.54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 3,761,493 0.68  无  国有法人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2,951,835 0.54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2,763,268 0.50  未知  境外法人 

NORGES BANK 2,232,186 0.4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742,110 0.32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 
1,600,000 0.2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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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莉 1,533,400 0.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永光 1,426,908 0.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18,195 0.26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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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12,586,460 人民币普通股 212,586,460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 3,761,493 人民币普通股 3,761,493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2,951,83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951,835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2,763,26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63,268 

NORGES   BANK 2,232,1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32,186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742,11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42,110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赵莉 1,53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3,400 

张永光 1,426,908 人民币普通股 1,426,9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18,195 人民币普通股 1,418,1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名股东和第 2、7 名股东存

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

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是本公司的

下属企业的工会组织。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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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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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 （%） 

应付票据 73,050,000.00 116,350,000.00 -37.22 
主要是偿还到期票据

所致； 

应付账款 130,900,626.17 90,957,524.72 43.91 

主要是购车成本、全

球采购业务应付渠道

费用以及龙漕路创新

中心工程项目应付款

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1-3月 1-3月 

营业收入 707,364,171.91 500,938,481.66 41.21 

主要是汽车销售业

务、低温物流业务及

全球采购平台业务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581,201,483.55 412,737,242.31 40.82 
主要是汽车销售成本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72,911,450.71 51,719,034.58 40.98 

主要是与全球采购平

台业务收入增长所匹

配的渠道费用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33,812,481.53 21,223,783.88 59.31 
主要是本期社保费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1-3月 1-3月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3,250,251.69 21,013,941.85 -84.53 
主要是权益性投资股

利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77,167,946.29 12,819,718.55 501.95 

主要是购置营运车辆

以及龙漕路锦江创新

中心工程项目投资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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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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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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铭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