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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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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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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明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强 

公司负责人戴茂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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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048,590,848.06 796,854,680.13 3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40,832.45 6,213,158.96 -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95,116.44 -1,909,132.01 5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3,206,858.15 -85,924,637.85 -28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 0.48%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012,290,604.68 4,437,198,253.97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7,934,710.27 1,213,093,877.82 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2,9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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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2,601.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651.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3,261.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091.92  

合计 5,635,948.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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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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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3% 144,200,000 50,99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国家 18.53% 128,854,122 28,730,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泽泉信德高端

管理型金融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2,875,419    

吴国英 境内自然人 0.29% 2,000,219    

刘雯蕾 境内自然人 0.28% 1,956,351    

张凯亮 境内自然人 0.25% 1,713,310    

何英慎 境内自然人 0.22% 1,531,536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泽泉景渤财

富管理型金融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1,266,370    

刘春林 境内自然人 0.17% 1,151,600    

李晓明 境内自然人 0.15% 1,06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12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00,124,12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3,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210,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泽泉信德高

端管理型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875,419 人民币普通股 2,875,419 

吴国英 2,000,219 人民币普通股 2,000,219 

刘雯蕾 1,956,351 人民币普通股 1,956,351 

张凯亮 1,713,310 人民币普通股 1,713,310 

何英慎 1,531,536 人民币普通股 1,53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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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泽泉景渤

财富管理型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266,37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370 

刘春林 1,1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1,600 

李晓明 1,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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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2、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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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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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司收到安凯车桥关

于《安凯车桥章程修正案》及工商备案等

材料，根据最新的《安凯车桥章程》规定，

本公司对安凯车桥的董事会控制权超过

半数，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安凯车

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合并会计报

表范围。安凯车桥纳入本公司合并会计报

表范围后，将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总额的规模。 

2014 年 01 月 29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的编号为 2014-002 的《关于

将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纳入

本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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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1)法定承诺：公

司同意参加股

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

承诺将遵守法

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2)

特别承诺：承诺

A:在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完毕六个

月后,启动资产

重组工作,将旗

下客车企业(安

徽江淮客车有

限公司)整合入

本公司,在壮大

本公司实力的

同时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具体

方式为:择机在

股东大会上提

出资产重组的

相关议案,并对

该议案投赞成

票(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需要回

避的除外);承诺

B ：承诺在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完毕

后,将在遵守法

律法规及相关

政策的前提下,

研究制定管理

层股权激励方

案，并实施。 

2006 年 06 月 01

日 
长期有效 

(1)法定承诺已

履行完毕。(2)

特别承诺：承诺

A 已履行完毕。

承诺 B 正在履

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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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目前正处于研讨阶段，待方案审批后将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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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4 年 02 月 17 日 公司 401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富国基金、中银国

际、证券时报、长

江证券 

了解公司 2013年新能源销

售情况及 2014 年目标；公

司新能源产品优势；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