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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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晓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向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连漪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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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8,988,193.47 7,362,349,312.80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4,289,700.93 1,879,609,834.91 -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849,311.67 -591,111,267.99 136.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009,217,240.40 5,349,968,937.10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31,046.72 -24,083,356.12 -4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74,217.36 -99,589,301.46 4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1 -1.128 -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0 -0.0124 -4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0 -0.0124 -45.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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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89,177.73 7,393,9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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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32.67 8,092,218.6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62.02 5,634,927.5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435,776.32 3,961,406.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39.36 2,615,326.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4,095.42 -2,636,335.83 

所得税影响额 -1,285,565.61 -2,118,357.27 

合计 2,399,427.07 22,943,1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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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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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华晟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227,412,000 11.68  
无 

 国有法人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97,280,000 10.14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4.07  
未知 

 其他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21,673,266 1.11  
冻结 

21,672,610 国有法人 

褚宗南 18,459,257 0.95  未知  其他 

李云 10,000,100 0.51  未知  其他 

顾红 8,528,861 0.44  未知  其他 

罗予频 7,000,000 0.36  未知  其他 

吴春燕 6,259,920 0.32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978,10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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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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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 种类 数量 

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27,4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412,000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280,000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人民币普通股 79,204,052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673,266 人民币普通股 21,673,266 

褚宗南 18,459,257 人民币普通股 18,459,257 

李云 10,0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100 

顾红 8,528,861 人民币普通股 8,528,861 

罗予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吴春燕 6,259,920 人民币普通股 6,259,92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7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 1、2、4 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三

者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第 3 及第 5 位至

10 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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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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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5,009,217,240.40 5,349,968,937.10 -6.37 
主要是由于上半年整体受新冠疫情影

响，销售规模有所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4,611,380,739.86 4,948,271,979.53 -6.81 

销售费用 93,068,272.29 115,265,092.40 -19.26 

管理费用 163,295,121.88 202,217,335.46 -19.25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加强费用预算管

理控制，压缩费用开支所致。 

财务费用 125,491,640,86 117,557,341.60 6.75 
主要是由于本期较上年同期平均融资

规模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8,735,631.67 21,471,367.34 -12.74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处置非宝马品牌

4S 店取得的投资收益较大，另本期联营

公司及合营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经营

情况未达预期所致。 

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6,119,468.63 15,105,158.30 -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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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5,665,438.29 50,528,098.01 -88.79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收到大额政府补

助，本期无类似补助。 

所得税 33,856,170.39 25,553,302.11 32.49 

主要是由于本期晨宝板块三季度宝马

销售情况较好，较上年同期利润增加所

致。 

营业利润 40,985,413.98 -5,852,407.54 800.32 主要是由于本期晨宝板块后续宝马销

售情况较好，较上年同期营业利润增

加，但本期无上年同期类似的政府补

助，导致本期整体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

所下降。 

利润总额 46,184,968.44 43,947,226.57 5.09 

净利润 12,328,798.05 18,393,924.46 -32.97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35,031,046.72 -24,083,356.12 -45.46 

 

科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

例（%）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591,321,416.65 1,283,341,502.16 -53.92 主要是由于本期归还借款较多所致。 

预付账款 461,192,954.08 505,174,908.43 -8.71 
主要是由于本期与供应商的往来款项

结清较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633,204.96 257,587,948.48 -76.85 主要是本期收回借款较多所致。 

短期借款 1,176,872,492.64 1,875,905,731.08 -37.26 
主要是由于本期归还短期借款较多所

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68,524,627.85 507,215,011.86 -66.77 主要是由于本期归还到期债券所致。 

递延收益 39,682,239.80 87,697,737.10 -54.75 
主要是由于适用新收入准则重分类报

表科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

负债 
  49,285,334.76   

预收账款 195,498.16 155,920,992.64 -99.87 主要是由于适用新收入准则重分类报

表科目所致。 合同负债 171,198,225.76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 215,849,311.67 -591,111,267.99 136.52 

主要是由于本期采购支出较上年同期

减少，致本期经营活动净流量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投资活动 262,678,810.35 614,715,653.47 -57.27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投资收回的金额

较大，致本期投资活动净流入较上年同

期有所减少。 

筹资活动 
-1,030,911,204.2

0 
553,744,473.61 -286.17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融资净流入较上

年同期减少，致本期筹资活动净流量较

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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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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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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航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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