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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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汤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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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47,574,624.16 36,706,628,024.43 -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71,671,688.50 17,555,356,969.98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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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99,475.11 1,627,226,250.90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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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4,419,258.60 20,871,505,874.83 -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489,327.37 1,327,125,285.08 -8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818,902.86 1,121,557,980.95 -113.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7.96 
减少 7.0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60 -8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60 -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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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425,120.44 100,397,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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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3,043.26 247,064,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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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6,798,668.35 17,938,4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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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616.45 20,868,772.0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5,516.08 1,196,21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919.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51,595.68 -17,722,694.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618.59 -2,932,218.89 

所得税影响额 -12,919,291.49 -54,502,400.72 

合计 80,643,650.18 312,308,2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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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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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823,314,023 37.1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7,766,049 7.13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00,051 4.29  未知  未知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87,428,292 3.95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号

远望基金 

81,500,000 3.68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97,402 2.99  未知  国家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40,885,192 1.85  未知  国有法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4组合 
34,000,065 1.54  未知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27,067,771 1.22  未知  境外法人 

Avanda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

司－Avanda亚洲优势母基金

（交易所） 

26,336,760 1.19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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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823,314,023 人民币普通股 823,31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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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7,766,049 人民币普通股 157,766,04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00,051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51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 87,428,292 人民币普通股 87,428,292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号

远望基金 

8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97,402 人民币普通股 66,197,402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40,885,192 人民币普通股 40,885,19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4组合 
34,000,065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65 

GIC PRIVATE LIMITED 27,067,771 人民币普通股 27,067,771 

Avanda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

司－Avanda亚洲优势母基金

（交易所） 

26,336,760 人民币普通股 26,336,7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猛狮客车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除此之

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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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917,895,027.20 2,505,507,665.95 -1,587,612,638.75 -63.36 

应收票据 137,781,524.07 241,232,271.72 -103,450,747.65 -42.88 

预付款项 324,072,569.69 241,356,901.78 82,715,667.91 34.27 

其他流动资产 279,611,125.60 158,182,361.60 121,428,764.00 76.77 

应付票据 3,480,102,006.87 5,101,200,051.90 -1,621,098,045.03 -31.78 

预收款项 3,481,030.74 1,837,847,472.45 -1,834,366,441.71 -99.81 

合同负债 2,068,991,230.57 - 2,068,991,230.57 不适用 

其他流动负债 185,705,952.89 - 185,705,952.89 不适用 

应交税费 82,692,102.49 427,201,547.17 -344,509,444.68 -80.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85,426,156.98 20,766,868.36 64,659,288.62 311.36 

其他综合收益 443,788,692.52 97,639,642.75 346,149,049.77 354.52 

 

变动原因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本报告期银行理财投资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主要是本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所致； 

（3）预付款项：主要是本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增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及票据结算量减少所致； 

（6）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主要是本报告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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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交税费：主要是本报告期上缴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影响所致； 

（8）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是本报告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评估增值产生的应纳所得税增加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主要是本报告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评估增值所致。 

 

3.1.2 利润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3,614,419,258.60 20,871,505,874.83 -7,257,086,616.23 -34.77 

营业成本 10,987,602,437.14 15,989,516,884.87 -5,001,914,447.73 -31.28 

销售费用 1,128,485,739.50 1,685,189,490.35 -556,703,750.85 -33.04 

财务费用 124,938,292.29 75,244,250.75 49,694,041.54 66.04 

其他收益 247,064,101.39 124,014,452.53 123,049,648.86 99.22 

投资收益 122,073,269.78 74,900,996.08 47,172,273.70 62.9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2,335,406.64 -65,459,977.36 107,795,384.0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89,083,314.28 23,033,590.77 -112,116,905.05 -486.75 

资产处置收益 102,107,352.55 12,604,557.82 89,502,794.73 710.08 

营业外支出 56,832,251.02 6,794,107.31 50,038,143.71 736.49 

所得税费用 -5,236,507.70 151,508,310.18 -156,744,817.88 -103.46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主要是销量下滑影响； 

（2）销售费用：主要是销量下滑及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作为合同履约成本中的运费列报于营业

成本影响； 

（3）财务费用：主要是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汇兑损益评估变动所致； 

（4）其他收益：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主要是本报告期理财、分红收益增加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是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评估变动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报告期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增加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支出：主要是本报告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5,910,092.49 276,491,641.75 -110,581,549.26 -39.9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68,206,871.70 875,327,693.03 292,879,178.67 33.4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0,524,215.12 33,695,096.95 56,829,118.17 168.6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8,756,504.12 423,136,684.32 -234,380,180.20 -55.3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15,035,074.29  15,035,074.29 不适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42,653,760.00 -2,042,653,76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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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7,915,718.71  117,915,718.71 不适用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223,364,135.80 1,118,212,047.23 1,105,152,088.57 98.83 

 

变动原因说明： 

（1）收到的税费返还：主要是本报告期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3）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主要是上期收回转让的土地款影

响所致； 

（5）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新增子公司所致； 

（6）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无长短期借款所致； 

（7）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银行承兑、按揭保证金变动所致； 

（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现金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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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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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的程度暂无法预

测。 

 

 

公司名称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玉祥 

日期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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