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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2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2022-16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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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柱 董事长 公务原因 孙忠春 

卢国纲 副董事长 公务原因 孙忠春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锐 谢瑞 

办公地址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 12-8 号 

传真 0898-66822672 0898-66822672 

电话 0898-66822672 0898-66822672 

电子信箱 000572@haima.com 000572@hai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及动力总成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2021年度主要产品为海马7X、海马8S、海马6P等产品，

提供的主要劳务为金融服务、物业服务等。 

面对日趋激烈的汽车行业竞争，公司坚定执行品类战略，深耕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领域相关核心技术，力争在细分市

场重塑品牌竞争优势。本报告期，公司产品结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等基本未发生变化。 

公司汽车产品由全资子公司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子公司海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海南海马汽

车有限公司生产，分别由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海南海马新能源汽车销售及郑州海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对外销

售。公司主要采取先款后货即预收货款的方式进行汽车整车销售，原则上不允许赊销。 

2021年度，公司产品产销量同比均有所上涨，增幅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行业整体上升趋势及多数同行业公司走势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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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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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8,207,271,452.55 9,208,333,394.09 -10.87% 10,728,940,33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6,661,004.03 3,584,505,461.93 2.57% 4,920,708,741.7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762,567,426.41 1,375,093,247.26 28.18% 4,690,972,4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678,196.66 -1,335,103,939.22 108.36% 85,196,16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2,944,367.02 -1,460,627,700.68 70.36% -730,583,61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003,997.64 109,801,645.26 48.45% -58,263,765.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9 -0.8118 108.36% 0.05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9 -0.8118 108.36% 0.0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31.39% 34.46% 1.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2,849,660.73 603,064,488.74 224,498,234.72 612,155,04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72,413.81 -20,165,300.18 -87,996,130.82 282,712,04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283,341.16 -91,453,094.40 -86,612,798.16 -165,595,13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78,746.70 243,678,330.31 101,585,162.91 -6,380,748.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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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7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6,63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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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0% 473,600,000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6% 93,02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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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3.96% 65,150,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9% 16,314,160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5,493,884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8% 14,405,500 

   

吴鸣霄 境内自然人 0.87% 14,387,913    

上海今赫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今赫基业 1 号 
其他 0.75% 12,320,000 

   

博时资本－何雪萍－博时资

本博创 66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1% 10,000,000 

   

赵吉 境内自然人 0.57% 9,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前两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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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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