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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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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由于 2021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并考虑未来公司经营资金需求，故公司 2021 年度的

利润分配预案为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龙汽车 600686 厦门汽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季晓健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   

电话 0592-2969815   

电子信箱 600686@xmkl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1 年全年客车行业销售 49.23 万辆，同比增长 12.7%，其中，国内市场同比增长 11.7%，出

口市场同比增长 21.5%。 



以上行业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商用车（客车）整车统计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客车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拥有金龙联合公司、金龙旅行车公司、苏州金龙公司、金

龙车身公司等主要子公司，目前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大、中、轻型客车，主要应用于旅游客运、

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团体运输、校车、专用客车等市场。产品涵盖 4.5 米至 18 米各型客车，除

在国内销售，还销往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模式：大中型客车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轻型客车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型客车 50699 辆，同比增长 16.30%，其中大型客车销售 11700 辆，同

比增长 5.55%，中型客车销售 7724 辆，同比增长 29.06%，轻型客车销售 31275 辆，同比增长 17.91%。 

报告期内，实现新能源汽车销售 1.66 万辆，同比增长 50.31%，销量位居行业前列。 

海外市场方面，全年实现出口 1.74 万辆，同比增长 8.05%，出口收入 47.52 亿元，同比增长

46.11%。出口量和出口收入均位居行业前列。 

2021 年，金龙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金龙汽车集团荣获 “中国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中国

制造业 500 强”等称号；金龙客车、海格客车、金旅客车位列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 

推动创新发展：围绕汽车产业新能源化和智能化浪潮，加强智能化、电动化等领域的研发攻关。

实现了无人驾驶平台的大型化，最大承载从 6 吨跃升到 18 吨。重点攻关“自动驾驶系统算法软件

开发”，已形成了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的软件模块。完成国产晶圆 IGBT 模块的应用开发，推进电控

系统国产化。2021 年，研发推出全国首台核酸检测车、疫苗接种车，打造了基于“5G+智慧医疗”

的“金龙移动医院”系列产品。移动 CT 车、移动核酸检测 PCR 实验室、口腔治疗车等产品在冬

奥会疫情防控中贡献“金龙力量”。  

国内市场更大力度稳存量拓增量：持续深化国内营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营销新模式。坚持

国内非公交车和新能源公交车“两手抓”，实施公交营销改革，培育公交新市场增长点。2021年，

集团巩固公交车市场，攻坚公路车市场，拓展专用车市场，培育自动驾驶市场，布局氢燃料客车

市场，各个细分市场取得积极成效。 

借力“一带一路”，深耕海外市场：2021 年在墨西哥、塔吉克斯坦、乍得、埃及、玻利维亚、

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遥遥领先。金龙国际贸易公司通过开展多元化业务覆盖

更广阔的市场；继续推行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升级，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向突尼斯、

埃及、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口 KD 产品。高度重视新能源海外市场战略地位，聚

焦海外纯电公交市场补齐产品储备短板，加大在海外新能源产品和标准认证方面的资源投入，加

快海外新能源车型迭代，2021 年实现新能源车辆出口 533 台，同比增长 150%。 



深入挖潜增效：强化内部资源协同，推进七大统一平台建设，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行工作

专班机制，按照“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机制推进相关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针对原材料上涨的不利形势，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全方位降本。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上取得新突破：龙海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一期进入收尾竣

工阶段，已启动迁驻运营试生产工作，顺利实现从项目建设向运营投产平稳过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6,084,650,141.19 23,720,800,179.88 9.97 25,965,603,18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053,899,627.84 5,108,525,997.94 -20.64 4,434,311,617.42 

营业收入 15,418,415,894.710000 13,957,873,916.980000 10.46 17,890,590,953.4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14,415,877,857.990000 13,112,014,658.370000 9.9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5,219,624.26 31,900,434.56 -1,965.87 181,374,30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85,474,740.81 -172,809,685.36 不适用 -89,413,93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86,619,898.31 170,453,438.19 1,006.82 1,557,816,01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36 -0.40 

减少15.96个

百分点 
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02 不适用 0.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689,343,621.13 3,530,833,039.61 3,707,042,389.53 5,491,196,84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28,464.68 -166,546,020.90 -134,749,771.00 -297,252,2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21,275,395.92 -213,714,784.17 -163,951,343.81 -386,533,216.91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3,102,474.42 -9,498,186.32 -219,562,444.36 1,652,578,054.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03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231,227,846 32.25 42,471,696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5,757,575 10.57 0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4,022,525 4.74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7,500,000 3.84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1,603,697 13,800,000 1.92 0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155,000 11,185,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126,262 1.4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泽熙 1期单一资金

信托 

  10,009,609 1.40 0 未知 

  

其他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10 1.39 0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3,137,418 8,436,016 1.1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福建交通运输集团、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为省国资委所

辖省属有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本公司不详。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154.18 亿元，营业成本 140.62亿元，费用 19.38 亿元，其中研发

费用 6.4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95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