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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0，2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18-04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铃汽车 股票代码 000550，2005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宛虹 全实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 号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 号 

电话 86-791-85266178 86-791-85266178 

电子信箱 relations@jmc.com.cn relations@jm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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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287,497,313.00 15,666,475,904.00 -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950,798.00 552,903,090.00 -4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171,906.00 376,252,205.00 -6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6,666,611.00 -899,242,852.00 -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0 0.640 -4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0 0.640 -4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4.3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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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94,299.00 26,383,760,753.00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15,057,465.00 12,572,401,985.00 -15.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528 

其中 A 股：27,100、B 股：5,4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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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3% 354,176,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32.00% 276,228,39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22,743,58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3,019,61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其他 1.02% 8,8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3% 7,186,600 0 

质押 0 

冻结 0 

JPMBLSA RE FTIF 

TEMPLETON CHINA FUND 

GTI 5497 
境外法人 0.68% 5,848,450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0.63% 5,439,086 0 
质押 0 

冻结 0 

INVESCO FUNDS SICAV 境外法人 0.58% 5,035,746 0 
质押 0 

冻结 0 

TEMPLETON DRAGON 

FUND,INC. 
境外法人 0.56% 4,836,708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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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中国的汽车市场保持低速增长，上半年汽车销售1,407

万辆，同比增长5.57%。 

报告期内，为应对加剧的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以及成本上升，公司致力于提

升产品质量、推动新产品研发、控制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推出一系列销售策略积

极应对市场风险，上半年实现整车销售147,354辆，同比下降4.16%；实现收入142.87亿元，同

比下降8.80%；实现净利润3.19亿元，同比下降42.31%，主要原因为：一、处于调整期的乘用

车销量下降以及公司整体销售结构变化的影响；二、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带来的变动促

销投入增加。三、在新产品和新技术上的持续支出。公司上半年在电动化领域的转型初见成

效，公司首款纯电动轻卡——凯锐EV——上市即凭借在高续航、低能耗、智能网联配置、高

品质、舒适安全等方面突出优势，与国内多家知名物流服务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斩获5,100

台订单，为构建智慧物流生态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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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

则编制2018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此变更只影响损益表科目之间的列报，不实际影响净利润。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深圳福江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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