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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3-05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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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戴茂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童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晓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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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4,466,805,359.77 4,149,703,529.18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19,470,367.13 1,323,012,157.99 -7.8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5,455,279.85 -37.54% 2,801,921,798.06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363,826.80 -213.15% -24,351,467.83 -1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077,194.31 -284.84% -43,419,651.31 -19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23,118,704.66 -31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 -214.52% -0.035 -1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 -214.52% -0.035 -1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7.33% -1.92% -6.52% 

注： (1）2012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52,01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公司2011年

度权益分配于2012年7月27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35,201万股增至70,402万股。 

（2）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披露定期报告的，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发行在外的总股本须扣减已回购股份，相关财

务指标（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按扣减后的总股本计算。我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

695,565,603股。 

因此，公司针对上年同期每股收益进行调整，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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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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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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95,17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5,268.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85,437.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9,397.77  

合计 19,068,18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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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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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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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3% 13,399,517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6,999,950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3% 3,000,000    

谢建强 境内自然人 0.4% 2,800,000    

孔德兵 境内自然人 0.37% 2,601,100    

朱莉莉 境内自然人 0.27% 1,865,691    

何英慎 境内自然人 0.22% 1,531,536    

李明 境内自然人 0.2% 1,403,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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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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3,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399,5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6,9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谢建强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孔德兵 2,6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朱莉莉 1,865,691 人民币普通股  

何英慎 1,531,536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明 1,4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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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注：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披露《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计划在二级市场以不超过5.2元的价格，总金

额不超过10,400万元，回购公司股票不超过2,000万股，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8,454,3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01%，支付总金额为4,000.38万元（含

印花税、佣金）。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

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披露定期报告的，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发行在外的总股本须扣减已回购股份，相关财务指标（如

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按扣减后的总股本计算。我公司截止2013年6月30日，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695,565,603

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计算。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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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科目名称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同比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823,509,239.90 582,406,259.84 41.40% 主要系本期分期销售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3,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应收参股公司股利在本期收回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4,585,664.14 59,680,453.10 92.00%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及质量保证金增加

所致 

存货 476,941,179.84 310,276,318.65 53.71% 主要系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78,139,964.66 73,180,043.22 143.43% 主要系新能源项目续建开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009,360.44 2,444,242.64 268.60% 主要系子公司搬迁时费用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247,614,272.32 869,105,013.62 43.55% 主要系未到期货款及供应商保证金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 81,408,592.18 55,757,253.05 46.01% 主要系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17,189.42 25,404,655.96 -90.88%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绩效工资在本期发

放所致 

应交税费 -80,602,017.18 -3,055,326.88 -2538.08%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缴税金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1,285,374.98 256,666.67 400.80% 主要系本期未结算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8,282,231.22 112,103,359.54 32.27% 主要系本期未结算材料费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2,432,514.48 57,445,649.00 78.31%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

增加所致 

库存股 40,003,769.67 2,547,382.82 1470.39%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股份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104,846,839.54 170,932,243.55 -38.66% 主要系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二）利润表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68,922.28  3,640,963.37  94.15% 主要系公司当期流转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43,955.46  5,375,497.58  -84.30% 主要系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007,044.26  -1,149,836.34  796.36% 主要系联营企业净利润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53,630,101.70  47,001,260.56  -214.10% 主要系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41,424.92  389,656.64  -63.71%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降低所致 

利润总额 -29,177,083.09  67,551,258.51  -143.19% 主要系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4,351,467.83  59,182,392.42  -141.15% 主要系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485,578.54  3,719,206.99  -328.16% 主要系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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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1,526,349.72  11,083,256.97  184.45% 主要系公司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69,105,578.49  24,535,083.41  181.6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

增加所导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214,818,467.18  165,175,438.91  30.05% 本期支付给职工的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2,558,905.00  19,100,000.00  122.82% 主要系公司收回对参股公司广州珍宝

投资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174,684.61  4,420,588.74  -73.43% 主要系收到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3,817,386.69  176,672.00  2060.72% 本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6,139,421.45  -100.00% 上期主要系理财收入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10,790,169.50  81,876,653.14  35.31% 主要系新能源项目新建开工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1,739,900.00  312,000,000.00  -35.34% 主要系新增贷款比上期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 

-711,966.63  922,649.25  -177.17% 本要系公司远期结汇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2年5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拟与安徽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

吴乐先为代表的经营团队三方共同在四川省达州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清洁能源汽车及LNG天然

气配套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额约143,670万元，建设内容为： 
（1）年产3000辆清洁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年产70万吨LNG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3）配套LNG储存及加气站若干座。  
新公司注册已于2012年9月完成，投资项目正按计划顺利进行，项目正在报批过程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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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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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定承诺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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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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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择机

实施。 

（2）特别承诺：

承诺 A 已履行

完毕。承诺 B 正

在履行。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正

在研讨阶段，待

时机成熟提交

董事会审议。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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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7 月 04 日 412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易方达基金、泰康

资产 

客车行业上半年发展情况

及下半年预计。未提供任

何书面材料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戴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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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