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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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文华 董事 因公外出 张博 

周开荃 董事 因公外出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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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7,632,153,4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3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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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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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勇、黎军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号金融城 2号 T2栋  

传真 023-67594008  

电话 023-6786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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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属于汽车制造业，主要业务涵盖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发动机的研发、生产。同时，

公司积极发展移动出行、汽车生活服务、新营销、换电服务等新业务，加快探索产业金融、二手车等领域，以构建较为全面

的产业生态，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本公司始终坚持以“引领汽车文明造福人类生活”为使命，秉承“节能环保、科技智能”的理念，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智

能汽车，致力于用科技创新引领汽车文明，努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旗下现拥有长安汽车、

欧尚汽车、凯程汽车等自主汽车品牌，并通过合营企业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生产销售合资品牌车型。推出了包括 CS 系列、

逸动系列、UNI、欧尚系列、神骐系列等一系列经典自主品牌车型；合营企业拥有全新福克斯、福睿斯、锐际、探险者、冒

险家、飞行家、昂克赛拉、CX-5、CX-30 等多款知名产品。同时，打造了逸动 EV、奔奔 E-star、CS55 E-Rock 等新能源车

型，深受市场欢迎和消费者的喜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芯片供应短缺、限电限产等挑战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汽车行业深度变革，长安汽车聚

焦规模、市占率、利润提升，强化营销牵引、狠抓经营质量提升，全年实现销量 230.1 万辆，同比增长 14.8%，市占率同比

提升 0.8 个百分点，重回汽车集团第四；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销售 175.5 万辆，同比增长 16.7%，居行业第二；中国品牌狭

义乘用车企业排名行业第二，与行业第一的差距较 2020 年缩小 63.7%，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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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5,404,623,479.63 120,915,805,349.52 118,265,186,394.86 14.49% 97,617,053,590.38 94,994,082,78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5,732,932,103.72 53,410,193,236.09 53,410,193,236.09 4.35% 44,028,312,743.66 44,028,312,743.6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5,141,877,237.05 84,565,544,146.58 84,565,544,146.58 24.33% 70,595,245,133.28 70,595,245,13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52,463,320.03 3,324,251,164.16 3,324,251,164.16 6.87% -2,646,719,356.53 -2,646,719,35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1,652,771,338.77  -3,249,984,527.77 -3,249,984,527.77 150.85% -4,762,446,597.61 -4,762,446,5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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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971,723,210.84 10,675,953,479.24 10,675,953,479.24 115.17% 3,881,748,238.39 3,881,748,238.3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7 0.68 0.48 -2.08% -0.55 -0.3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6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53% 7.13% 7.13% 

降低 0.60 个

百分点 
-5.86% -5.8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为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公司政府补助会计政

策进行变更，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法，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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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7,320,806.54  24,757,311,092.53   22,414,874,166.50   25,942,371,17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585,805.31  875,659,403.29   1,263,000,422.10   560,217,68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0,085,110.43  19,671,861.65   1,000,036,577.00   -87,022,21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6,025,541.31  10,462,801,329.06   4,976,530,974.21    296,365,3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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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51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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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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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7% 1,371,607,803 130,841,122 无质押、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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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5% 1,125,382,399 3,870,280 或冻结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9% 457,067,890 261,682,24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4.30% 327,971,46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5% 240,686,440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3% 215,768,3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73% 55,872,444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73% 55,692,002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69% 52,436,823   

CAPE ANN GLOBAL 

DEVELOPING MARKETS FUND 
境外法人 0.42% 31,824,3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

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曾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截

至报告期末，未出借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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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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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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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朱华荣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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