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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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庆洪、总经理冯兴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郑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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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8,318,291 142,806,662,917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6,822,367,106 84,321,007,368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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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1,059,359 -6,473,241,577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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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9,501,168 10,765,458,808 4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65,891,862 118,493,097 1,89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6,246,439 -79,595,179 2,89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0.15 上升 2.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1 2,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01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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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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4,657,752 

债务重组损益 69,50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00,2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54,5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47,755 

所得税影响额 -17,138,598 

合计 139,64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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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1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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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注 2 
5,499,140,069 53.13% 0 无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3 
3,095,306,191 29.90 0 未知  境外法人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421,898,543 4.08% 0 质押 210,949,271 国有法人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 
210,949,272 2.04% 0 无  国有法人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广金资

产财富管理优选 3号

私募投资基金 

210,900,271 2.04% 0 无  其他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105,474,635 1.02% 0 无  国有法人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04,362,100 1.01%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52,737,317 0.51% 0 质押 52,737,317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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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锦程沙洲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41,852,306 0.40%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魏兆琪 31,131,9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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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99,140,069 A、H 5,499,140,069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095,306,1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95,306,191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421,898,543 人民币普通股 421,898,543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10,949,272 人民币普通股 210,949,272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

产财富管理优选 3号私募投资基金 
210,900,271 人民币普通股 210,900,271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05,474,635 人民币普通股 105,474,635 

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104,3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362,10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52,737,317 人民币普通股 52,737,31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41,852,306 人民币普通股 41,852,306 

魏兆琪 31,1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13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汽工业集团与上述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注 1：报告期末，股东总数为 122,338户，其中 A股为 122,080户，H股为 258户； 

注 2：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 5,206,932,069 股，约占本公司 A 股股本

的 71.80%；同时，通过港股通及其香港全资子公司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292,208,000股，约占本公司 H股股本的 9.43%；故其持有本公司 A、H股合计共为 5,499,140,069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13%； 

注 3：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 H 股股份为

代表多个客户持有，广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H 股股份也委托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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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吸收存款及同业

存放 
515,983.02 -33.59% 

主要是本报告期非合并范围企业

在广汽财务的存款净增加额下降

等综合所致 

合同负债  206,391.05 38.25%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量同比较大幅

度增加等相应增加合同负债所致 

营业收入 1,588,950.12 47.60% 

主要是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本

报告期销量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等

综合所致 

销售费用    83,369.82 47.97% 

主要是本报告期随销量增加，广

告宣传及市场费同比增加等综合

所致 

投资收益   344,257.00 263.02% 
主要是本报告期合营联营企业盈

利增加等综合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825,090.37 49.73% 

主要是本报告期随销量增加，相

应增加销售现金收入等综合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791,991.34 48.79% 

主要是本报告期随销量增加，相

应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等综

合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1,158.59 48.78% 
主要是本报告期对投资企业增资

同比增加等综合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52,870.81 163.91% 

主要是本报告期部分企业业务发

展对资金需求增加等综合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88,362.93 -34.06% 

主要是去年同期偿还 20亿元公司

债券导致本报告期偿债同比减少

等综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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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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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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庆洪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