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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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

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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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89,260,790.43 154,011,490,632.24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6,546,035,661.84 57,341,847,584.19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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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53,761.90 524,578,239.05 -59.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31,116,975,830.40 12,416,141,251.87 150.62 

营业收入 31,116,975,830.40 12,416,141,251.87 15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39,467,616.33 -650,144,083.7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35,330,989.51 -748,808,688.9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83 -1.20 增加 4.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0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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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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851,7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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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85,470.16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处置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

收益 

66,590,259.3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429,508.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22,144.32 

所得税影响额 -41,139,019.14 

合计 304,136,6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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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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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5,115,000,000 

(A股) 
55.74 0(A股) 质押 

1,713,990,000 

(A股)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3,085,141,191 

(H股) 
33.62 - 未知 - 

境外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96,889,089 

(A股) 
2.15 - 未知 -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54,440,668 

(A股) 
0.59 - 未知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1,233,031 

(A股) 
0.45 - 未知 - 

境外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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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36,200 

(A股) 
0.33 - 未知 - 其他 

KB资产运用－KB中

国大陆基金 

13,499,900 

(A股) 
0.15 - 未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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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投连－积极

成长 

11,491,433 

(A股) 
0.13 - 未知 -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沪 

8,508,100(A

股) 
0.09 - 未知 -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 3年封闭运

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822,781(A

股) 
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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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15,000,000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5,115,000,000   

(A股)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

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085,141,191 

(H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85,141,191 

(H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6,889,089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96,889,089 

(A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54,440,668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54,440,668 

(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233,031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41,233,031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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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36,200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29,836,200 

(A股) 

KB资产运用－KB中国大陆基金 
13,499,900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900 

(A股)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积极成长 

11,491,433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1,491,433 

(A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8,508,100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8,508,100 

(A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3年封

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7,822,781 

(A股) 
人民币普通股 

7,822,781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此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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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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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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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2021年3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较2020年12月31日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1.3.31 2020.12.31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52,220,240.19 4,826,193,896.30 -65.77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主要系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3,139,133.20 2,271,973.16 38.17 
衍生金融资产变动系报告期本集团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预付款项 876,905,760.21 570,917,965.02 53.60 预付款项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1,696,400.00 7,700,000.00 2,389.5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变动系报告期本集团新增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03,653,152.55 981,595,216.15 32.81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末本公司待政府部门审批的

应收新能源补贴款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6,840,613.74 4,879,853.91 40.18 
衍生金融负债变动系报告期本集团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3,457,204.41 2,530,652,915.21 -72.60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发放2020年12月计提的应付

职工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140,302,462.64 2,785,790,936.60 -59.07 
应交税费变动主要系报告期3月份销售较上年12月份减少致使

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970,032,521.83 5,065,113,514.41 -41.36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偿还上年度发行的短期

应付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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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止期间合并利润表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1,116,975,830.40 12,416,141,251.87 150.62 营业收入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6,410,390,200.85 11,232,651,098.17 135.12 营业成本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861,922,148.48 357,606,887.02 141.03 税金及附加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使得消费税和附加税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1,143,772,773.74 438,222,869.05 161.00 销售费用变动主要系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使得去年同期费用发

生较低所致。 

管理费用 663,628,013.21 438,196,338.71 51.45 管理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管理人员薪酬及咨询服务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907,919,814.07  611,161,801.60 48.56 研发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8,011,923.19 482,604,384.07 -120.31 财务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

“－”填列） 

8,974,409.71 -44,535,589.05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250,861,073.62 100,304,478.07 150.10 

其他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407,649,330.97 282,466,299.90 44.32 

投资收益变动主要系本集团分享合营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损失 -10,851,736.86  -467,301.01  不适用 资产处置损失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5,831,877.10 -133,236,693.60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引起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639,467,616.33 -650,144,083.77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整车销量及毛利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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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止期间合并现金流量表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153,761.90 524,578,239.05 -5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

税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7,237,231.58 -610,371,103.04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理

财产品本金，以及收回存放于合营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

金融有限公司的存款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8,319,492.84 1,460,463,067.80 -378.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分配股

利，以及偿还债券本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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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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或股票

期权的公告》 

详见 2021年1月28日及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1-018）香港交

易所网站（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注

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 2021年1月28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22）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一次公告》 

详见 2021年1月28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21）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二次公告》 

详见 2021年2月1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23）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三次公告》 

详见 2021年2月3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24）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3）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4）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注

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31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54）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一次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31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53）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详见 2021年4月6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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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5）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二次公告》 

详见 2021年4月6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56）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详见 2021年4月9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58）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第

三次公告》 

详见 2021年4月9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59）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

公告》 

详见 2021年4月14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62）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详见 2021年4月14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 编号：2021-060）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暨

上市公告》 

详见 2021年4月21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63）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2.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详见 2021年1月11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02）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详见 2021年1月24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09）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详见 2021年2月4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25）香港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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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5）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6）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情况

说明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7）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减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38）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12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40）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详见 2021年3月29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21-044）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及公司官网

（https://www.gw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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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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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建军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