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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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丕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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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9,297,149.92 16,125,103,535.23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04,473,268.61 5,500,783,410.87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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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621,684.92 191,653,898.50 9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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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9,641,284.95 9,621,216,080.31 4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7,562,058.60 356,353,937.01 1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711,721.02 353,278,611.69 1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5 7.08 增加 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91 0.5326 1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91 0.5326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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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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110.90 -583,400.9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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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1,610.58 27,942,78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4,566.18 469,174.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00,681.53 -10,933,089.63  

所得税影响额 - 2,958,612.74 -4,045,134.39  

合计 7,937,771.59 12,850,3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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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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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109,203,321 16.32  
质押 

54,601,

660 

国有法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99,927,710 14.93  
无 

 国有法人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

公司 

34,044,522 5.0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宇光 24,115,600 3.6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建彪 22,000,000 3.29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国琴 12,377,957 1.85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88,141 1.79  无  境外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8,129,466 1.2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爽 6,627,000 0.99  无  境内自然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40,756 0.7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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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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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9,203,321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3,321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9,927,710 人民币普通股 99,927,710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34,044,522 人民币普通股 34,044,522 

周宇光 24,1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15,600 

徐建彪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徐国琴 12,377,957 人民币普通股 12,377,9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88,141 人民币普通股 11,988,14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129,466 
人民币普通股 

8,129,466 

周爽 6,6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7,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灵动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40,756 
人民币普通股 

5,040,7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持股 25%。本公司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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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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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765,671,958.49 1,727,369,783.45 60.11 主要是因为加强财务管理 

长期股权投资 2,633,535,113.79 1,264,021,415.08 108.35 主要是因为财务公司改为权

益法核算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61,187,665.35 -100.00 

应付票据 1,638,048,737.08 1,085,408,640.35 50.92 
主要是因为加强应付政策管

理 

应付股利 70,070,644.30 229,317,401.59 -69.44 
主要是因为控股子公司支付

了已宣告尚未发放的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27,041,992.79 53,755,994.58 -49.69 主要是因为控股子公司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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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031,782.27 165,707,379.23 -78.26 
主要是因为财务公司改为权

益法核算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3,579,641,284.95 9,621,216,080.31 41.14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及

收入确认口径变化  

营业成本 12,167,876,291.73 8,837,277,001.47 37.69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及

收入确认口径变化 

销售费用 175,913,254.55 87,169,871.72 101.81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管理费用 523,994,035.07 293,469,632.92 78.55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研发费用 188,716,392.59 79,238,629.85 138.16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财务费用 -22,562,553.43 -3,270,435.47 589.89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 

（1-9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31,621,684.92 191,653,898.50 907.87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0,823,635.31 -428,371,092.61 40.26 主要是因为合并范围变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6,116,004.71 -396,133,431.60 -27.77 

主要是因为对外现金分红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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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丕杰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