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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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5,676,760.79 4,903,124,191.87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4,619,306.77 563,221,551.06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461 0.43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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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5,752.94 78,020,132.3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19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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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568,582.79 1,010,907,725.40 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47,927.96 1,260,131.14 3,1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445,841.82 -3,206,802.9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0% 0.30% 增加 2274.7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01 3,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01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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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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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718.24 

主要为子公司金杯延锋当

期计入的征地补偿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9,807.90  

合计 3,002,0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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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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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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21,142 19.32  质押 160,49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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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0,268 4.87  无  国家 

钟革 26,224,000 2.00  无  未知 

沈阳正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224,000 2.0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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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592,828 1.19  质押 14,074,074 国有法人 

彭璐 11,005,610 0.84  无  境内自然人 

何青 10,533,301 0.80  无  未知 

肖裕福 9,875,886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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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21,142 人民币普通股 253,321,142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3,910,268 人民币普通股 63,910,268 

钟革 26,2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24,000 

沈阳正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2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24,000 

周晓宇 15,989,324 人民币普通股 15,989,324 

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592,828 人民币普通股 15,592,828 

彭璐 11,005,61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5,610 

何青 10,533,301 人民币普通股 10,533,301 

肖裕福 9,875,886 人民币普通股 9,87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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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宇、彭璐及诸家英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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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9 日陆续到期，由于无法偿

还上述债务，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被平仓处置，截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已被强制平仓 23,042,39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76%，未来因股价变化，减持数量无法确定，第一大股东是否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的 73,600,973 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冻结申请人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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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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比例% 

其他应收款 49,965,017.50 85,925,614.23 -41.8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633,143.49 8,527,940.89 -33.94 

其他流动资产 301,704,366.34 152,992,201.18 97.20 

变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减少41.85%，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收到上期分配的股利所

致。 

（2）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3.94%，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收回部分

租赁款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97.20%，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为其股东增加的委托

贷款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42,568,582.79 1,010,907,725.40 22.92 

营业成本 1,041,089,651.17 866,972,177.18 20.08 

税金及附加 5,698,296.74 4,183,538.82 36.21 

财务费用 10,130,469.05 21,431,778.87 -52.73 

研发费用 32,786,315.57 10,491,370.12 212.51 

投资收益 8,033,378.29 1,577,498.74 409.25 

利润总额 111,955,282.20 56,579,586.72 97.87 

净利润 93,375,421.40  41,607,075.20  124.42 

归母净利润 41,447,927.96  1,260,131.14  3189.18 

变动原因分析：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增长，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受疫情影响而本期宝马

零部件销售增长所致。 

（2）本报告期，税金及附加同比上升，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收入同比增长影响所致。 

（3）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已偿还到期债券，所以减少债券利息所

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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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设计费同比增加

所致。 

（5）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企业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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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而本

期宝马产量增长且财务费用下降综合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85,752.94 78,020,132.3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84,683.48 -24,945,902.79 -25.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421,945.46 -1,667,289,645.26 不适用 

变动原因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投资款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偿还了15亿应付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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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7 日、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重组事项有关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沈阳金晨

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晨汽车”）支付现金方式向 Adient Asia Holdings Co.,Limited

（以下简称“安道拓亚洲”）收购沈阳金杯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安道拓”）

50%股权。 

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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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