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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季度报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郭清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兼会计机构负责人、公司

财务总监江曙晖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7,340,361,190.77 8,076,068,634.63 -9.1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370,111,787.93 1,377,501,135.54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10 3.11 -0.32%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091,467.46 21.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59 47.79% 

 
报告期(1-3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89,347.61 -7,389,347.61 -107.32%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2 -105.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2 -105.88% 

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2 -105.8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54% -0.54% 减少8.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54% -0.54% 减少4.32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388,500.00 

2、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265,230.68 

影响利润总额合计 1,123,2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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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   155,413.30 

影响净利润   967,856.02 

影响少数股东损益   906,318.55 

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61,537.47 

注：本报告期末（2009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442,597,097 股；上年同期末（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295,064,731 股。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34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9,833,146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57,625,748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市电子器材公司 34,000,048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漳州闽粤第一城有限公司  15,582,00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1,38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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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0,35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5,804,92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83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及主要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302,901,554.37 460,247,709.63 -34.19% 票据背书支付货款 

预付款项 171,063,049.33 254,059,199.71 -32.67% 2008年底预付进口料件本期货到冲账 

投资性房地产 48,160,540.22 32,204,739.75 49.54%
本期公司房产租出，相应固定资产

转入投资性房产 

在建工程 110,723,314.24 47,601,872.57 132.60%
本期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公司、苏州金

龙公司、金龙车身公司增加基建支出 

应交税费 -35,787,506.20 17,669,717.48 -302.54% 本期增值税的留抵进项税额较年初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80,154,441.30 129,411,421.52 -38.06% 本期发放工资、奖金 

应付股利 30,397,571.44 4,088,971.44 643.40% 增加部分是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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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及主要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8,971,943.72 -11,194,652.25 -180.14% 本期利息支出及汇兑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35,419.64 1,924,193.69 -101.84% 参股公司本期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营业外收支 1,123,269.32 52,817,180.88 -97.87%
去年同期因拆迁补偿，实现非流动

资产处置收益 5034.75 万元 

所得税费用 2,759,339.71 13,679,806.04 -79.83% 本期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389,347.61 101,013,229.50 -107.32%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34 -105.88%

去年同期实现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5034.75万元，本期无此项收益；本

期因市场需求减少，客车整车销量和

营业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38.9%

和 29.2%，毛利率同比减少1.62%。 

 

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及主要原因：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554,261.71 7,247,153.29 225.01%   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较去年同期增加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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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改案,在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政策,并提交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09 年 4 月 11 日公告)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福建省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原福建省汽车

工业集团公司） 

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自上述承诺期满后，持

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二十四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厦门机电集团有

限公司（原厦门

国有资产投资公

司） 

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自上述承诺期满后，持

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二十四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报告期内，根据承诺

条件所持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相关公告刊

登在 2009 年 3 月 24

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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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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08 年 1-6 月份，公司收到厦门市政府对我司原莲岳路厂区用地拆迁补偿款，实现非流动资产

处置收益 50,347,510.66 元，对当期公司利润影响较大。因此，预计本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累计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较大幅度下降。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清泉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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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 

资 产 负 债 表 

200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元  

 合并   母公司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54,594,196.02 2,208,198,826.87  17,907,715.11   73,094,013.5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2,901,554.37  460,247,709.63   300,000.00 

应收账款 1,700,154,438.83 1,470,742,755.79  

预付款项  171,063,049.33  254,059,199.7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77,690,000.00  

其他应收款  58,807,787.06  70,332,709.85  135,471.28   196,371.28 

存货 1,437,936,890.42 1,742,024,218.8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425,457,916.03 6,205,605,420.65  95,733,186.39   73,590,384.7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2,243,036.53  72,278,456.17  950,382,506.19   949,463,965.68 

投资性房地产   48,160,540.22  32,204,739.75  48,160,540.22   32,204,739.75 

固定资产  1,311,811,792.41 1,349,038,803.90  17,687,025.56   34,500,195.16 

在建工程   110,723,314.24  47,601,872.5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11,591,132.17  212,979,465.83  

开发支出   

商誉   75,826,223.58  75,826,223.58  

长期待摊费用   21,331,672.54  17,318,089.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215,563.05  63,215,563.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14,903,274.74 1,870,463,213.98 1,016,230,071.97  1,016,168,900.59 

资产总计  7,340,361,190.77 8,076,068,634.63 1,111,963,258.36  1,089,759,285.38 

法定代表人: 郭清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江曙晖         会计机构负责人: 江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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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续 ) 

200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元  

 合并   母公司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8,000,000.00  308,000,000.00   6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177,525,126.42 2,596,319,570.32  

应付账款 1,668,806,215.00 1,880,760,587.84  

预收款项  307,334,709.80  270,327,768.84  

应付职工薪酬  80,154,441.30  129,411,421.52  26,198,018.22   26,918,689.04 

应交税费  -35,787,506.20  17,669,717.48  42,123.96   34,463.69 

应付利息  500,566.67  

应付股利  30,397,571.44  4,088,971.44  4,088,971.44   4,088,971.44 

其他应付款  178,610,586.26  165,008,443.31  17,921,538.87   18,010,618.5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8,809,571.10  18,648,545.94  1,495,591.10   2,714,565.94 

流动负债合计 4,673,850,715.12 5,390,735,593.36  49,746,243.59   111,767,308.6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88,474,010.60  167,509,520.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8,474,010.60  367,509,520.08     

负债合计 5,062,324,725.72 5,758,245,113.44  49,746,243.59   111,767,308.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42,597,097.00  442,597,097.00  442,597,097.00   442,597,097.00 

资本公积  297,932,580.60  297,932,580.60  295,833,591.60   295,833,591.60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73,892,355.97  173,892,355.97  173,892,355.97   173,892,355.97 

未分配利润  455,689,754.36  463,079,101.97  149,893,970.20   65,668,932.1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1,370,111,787.93 1,377,501,135.54 1,062,217,014.77   977,991,976.73 

少数股东权益  907,924,677.12  940,322,385.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278,036,465.05 2,317,823,521.19 1,062,217,014.77   977,991,976.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340,361,190.77 8,076,068,634.63 1,111,963,258.36  1,089,759,285.38 

法定代表人: 郭清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江曙晖         会计机构负责人: 江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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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2009 年 1 季度 

编制单位: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元  

 

 合并   母公司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831,023,521.29 2,586,605,818.12 928,986.40  871,550.70 

 减：营业成本  1,642,222,879.75 2,277,919,272.32 825,173.48  509,511.8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617,310.68 14,391,800.82  

     销售费用   100,861,403.65 124,062,763.72  

     管理费用   77,130,107.75 80,560,236.54 3,889,877.24  3,879,032.77 

     财务费用  8,971,943.72  -11,194,652.25 388,445.75  1,327,321.9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5,419.64 1,924,193.69 88,608,540.51  89,614,193.6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35,419.64 1,924,193.69 918,540.51  1,924,193.69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1,815,543.90 102,790,590.66 84,434,030.44  84,769,877.80 

加：营业外收入  2,665,004.19 55,714,191.13 7,997.60  50,380,064.66 

减：营业外支出   1,541,734.87 2,897,010.25 216,990.00  327,885.4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692,274.58 155,607,771.54 84,225,038.04 134,822,057.06 

减：所得税费用   2,759,339.71 13,679,806.04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13,451,614.29 141,927,965.50 84,225,038.04 134,822,057.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389,347.61 101,013,229.50  

少数股东损益   -6,062,266.68 40,914,736.00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3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34  

法定代表人: 郭清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江曙晖         会计机构负责人: 江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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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9 年 1-3 月 

编制单位: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元 

 合并   母公司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18,441,440.05  2,371,200,462.48  1,160,793.40   905,097.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554,261.71  7,247,153.2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113,092.54  96,005,311.79  624,501.08   78,899,738.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0,108,794.30  2,474,452,927.56  1,785,294.48   79,804,835.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07,166,899.18  2,326,621,186.29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9,376,482.27  172,967,959.89  3,240,763.44   2,738,752.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8,421,153.55  118,815,954.25  800,335.08   900,795.4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8,235,726.76  190,893,734.53  2,285,657.63   21,020,346.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63,200,261.76  2,809,298,834.96  6,326,756.15   24,659,89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091,467.46  -334,845,907.40  -4,541,461.67   55,144,940.9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30,0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93,710.00  2,380.00   1,28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3,710.00  2,380.00  10,000,000.00   30,001,28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66,934,712.10  63,996,204.45   4,05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000,000.00   8,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934,712.10  75,996,204.45    8,004,05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741,002.10  -75,993,824.45  10,000,000.00   21,997,23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   4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00    4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100,258,349.60  60,000,000.00   8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552,710.69  20,880,554.39  650,767.50   1,561,232.5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8,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552,710.69  121,138,903.99  60,650,767.50   89,561,232.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52,710.69  -21,138,903.99 -60,650,767.50  -49,561,232.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712,333.05  -3,779,058.3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2,097,513.30  -435,757,694.21 -55,192,229.17   27,580,938.4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24,936,403.45  1,602,577,356.96  66,504,269.25   49,654,815.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2,838,890.15  1,166,819,662.75  11,312,040.08   77,235,753.66 

法定代表人: 郭清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江曙晖           会计机构负责人: 江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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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 

对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我们作为公司

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了解和审核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认为：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该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我们保证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长：郭清泉                          董事：王昆东                 

董事：谷  涛                            董事：曾华胄                 

董事：张小虞                            董事：傅元略                    

董事：尹好鹏                _ 

总经理：孙建华                          副总经理：谢思瑜              

财务总监：江曙晖                        董事会秘书：唐祝敏____________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