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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 京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AIC MOTOR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8）

公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第一季度經營業績

本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和
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信息條文（定義
見上市規則）而做出。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銀行間交易公開市場發行了中期票據，並且中期票據處於存續期間。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規定，中期票據於存續期間，本公司須在上海清算所（網址：
http://www.shclearing.com）披露第一季度經營業績。

本公告隨附的經營業績為本公司於上海清算所（網址：http://www.shclearing.com）
披露的本集團根據中國會計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未經審核的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的經營業績。

本公告及隨附的經營業績最初以中文編製，並以中英文本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
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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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人民幣元

資產
期末餘額

2015年3月31日
年初餘額

2015年1月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7,217,444,299.46 22,967,006,229.7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 4,283,643,970.22 3,970,948,935.72
 應收賬款 5,547,303,753.80 2,451,340,943.94
 預付款項 1,805,759,086.67 1,029,694,550.02
 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 –
 其他應收款 1,534,707,797.42 1,295,559,377.84
 存貨 8,130,939,802.56 11,068,159,460.9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 –
 其他流動資產 1,312,905,562.49 1,535,941,112.74
 流動資產合計 39,832,704,272.62 44,318,650,610.93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000,000.00 4,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15,466,427,342.55 14,066,441,392.42
 投資性房地產 – –
 固定資產淨額 26,139,754,955.93 20,312,571,027.72
 在建工程 9,806,246,349.35 14,503,269,943.96
 工程物資 – –
 固定資產清理 2,958,213.77 –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無形資產 7,315,388,282.48 7,483,436,522.19
 開發支出 5,801,471,663.85 5,307,550,420.02
 商譽 807,504,934.39 807,504,934.62
 長期待攤費用 86,490,407.16 4,259,421.75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74,793,437.12 2,676,059,168.28
 其他非流動資產 – 374,911,940.39
 非流動資產合計 68,005,035,586.60 65,540,004,771.35
 資產總計 107,837,739,859.22 109,858,655,3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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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期末餘額

2015年3月31日
年初餘額

2015年1月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1,607,042,364.95 10,454,500,118.5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6,041,652.13 6,041,651.80
 應付票據 1,073,878,635.99 1,229,112,023.33
 應付賬款 13,643,652,193.56 13,748,685,470.88
 預收款項 649,948,524.43 2,591,311,747.18
 應付職工薪酬 422,817,605.57 670,031,863.19
 應交稅費 277,808,370.05 273,027,515.30
 應付利息 252,417,721.87 284,326,677.01
 應付股利 – 436,245,423.81
 其他應付款 14,381,269,517.51 15,439,221,098.59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0,000,000.00 6,322,420,943.55
 其他流動負債 45,316,237.54 44,943,335.69
 流動負債合計 42,370,192,823.60 51,499,867,868.89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9,054,015,222.85 8,342,188,595.18
 應付債券 7,524,006,270.42 5,593,001,605.54
 長期應付款 – –
 專項應付款 18,782,626.18 –
 預計負債 1,848,187,923.81 894,901,231.30
 遞延所得稅負債 878,426,875.47 887,470,885.31
 其他非流動負債 655,327,456.98 672,608,873.27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978,746,375.71 16,390,171,190.60
 負債合計 62,348,939,199.31 67,890,039,059.4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股本） 7,595,338,182.00 7,508,018,182.00
 資本公積 16,672,283,344.57 16,125,819,976.45
 減：庫存股
 盈餘公積 1,462,662,398.09 1,462,662,398.09
 未分配利潤 9,886,313,935.02 8,258,467,256.63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35,616,597,859.68 33,354,967,813.17
 *少數股東權益 9,872,202,800.23 8,613,648,509.62
所有者權益合計 45,488,800,659.91 41,968,616,322.79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07,837,739,859.22 109,858,655,3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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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5年1至3月累計數

一、 營業總收入 19,016,602,737.05
二、 營業總成本 17,697,108,418.18

其中：營業成本 14,773,318,460.38
   營業稅金及附加 1,252,224,256.21
   銷售費用 1,357,454,190.02
   管理費用 661,294,736.72
   財務費用 -541,858,480.82
   資產減值損失 194,675,255.67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398,787,552.15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1,398,787,552.15

三、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2,718,281,871.02
  加：營業外收入 179,357,126.34
  減：營業外支出 7,929,219.84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20,636.92
四、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2,889,709,777.52
  減：所得稅費用 503,187,554.25
五、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2,386,522,223.2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627,846,678.39
  *少數股東損益 758,675,5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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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5年1至3月累計數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0,372,704,662.73
收到的稅費返還 132,073.60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3,019,705.36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0,535,856,441.69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13,946,263,785.05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1,014,343,226.94
支付的各項稅費 3,410,583,594.73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545,993,639.81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9,917,184,246.5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18,672,195.16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
 其他長期資產所收回的現金淨額 1,080,903.29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回的現金淨額 –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080,903.2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3,091,234,026.57
投資支付的現金(*) 1,198,397.7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38,557,468.2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230,989,892.5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229,908,989.27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347,891,372.69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499,878,745.73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6,559,708,049.48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5,941,100.45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953,540,522.62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9,057,314,103.18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1,199,313,016.55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利、利潤 –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4,557,248.77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0,281,184,368.5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327,643,845.88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89,318,709.69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5,749,561,930.30

六、 現金的期末餘額(*) 17,217,444,2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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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單位：人民幣元

資產
期末餘額

2015年3月31日
年初餘額

2015年1月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273,787,971.88 10,950,256,025.8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
 應收票據 577,370,510.58 1,037,130,144.13
 應收賬款 2,823,118,780.82 2,926,827,813.91
 預付款項 1,303,715,871.46 913,782,225.40
 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
 其他應收款 9,340,935,808.97 7,485,628,367.89
 存貨 944,797,149.44 828,660,750.4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 –
 其他流動資產 638,067,020.55 627,280,679.31
 流動資產合計 20,901,793,113.70 24,769,566,006.86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000,000.00 4,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資 – –
 長期應收款 – –
 長期股權投資 18,681,855,439.97 17,835,281,007.48
 投資性房地產 – –
 固定資產淨額 5,494,347,714.84 5,707,519,461.87
 在建工程 2,219,108,346.57 1,311,187,397.44
 工程物資 – –
 固定資產清理 196.12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油氣資產 – –
 無形資產 1,752,479,278.31 1,862,629,218.42
 開發支出 4,576,989,916.27 4,113,962,315.23
 商譽 – –
 長期待攤費用 8,244,514.29 749,252.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 321,681,917.22
 非流動資產合計 32,737,025,406.37 31,157,010,570.45
 資產總計 53,638,818,520.07 55,926,576,5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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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期末餘額

2015年3月31日
年初餘額

2015年1月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570,580,000.00 6,806,020,000.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 –
 應付票據 636,815,524.97 534,197,602.77
 應付賬款 3,654,289,011.22 3,023,672,612.50
 預收款項 10,250,519.86 18,064,039.86
 應付職工薪酬 30,045,233.53 74,466,554.13
 應交稅費 32,201,322.90 107,326,767.45
 應付利息 206,943,798.81 187,842,173.99
 應付股利 –
 其他應付款 319,705,620.68 2,540,003,053.6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0,000,000.00 3,862,069,264.88
 其他流動負債 – –
 流動負債合計 13,470,831,031.97 17,153,662,069.19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502,106,400.00 4,859,168,595.18
 應付債券 5,491,528,735.23 3,496,024,070.35
 長期應付款 – –
 專項應付款 – –
 預計負債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4,288,956.00 34,288,95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71,476,085.85 71,476,085.75
 非流動負債合計 9,099,400,177.08 8,460,957,707.28
 負債合計 22,570,231,209.05 25,614,619,776.47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股本） 7,595,338,182.00 7,508,018,182.00
 資本公積 19,413,442,220.10 18,887,699,041.75
 減：庫存股 – –
 盈餘公積 779,081,428.15 779,081,428.15
 未分配利潤 3,280,725,480.77 3,137,158,148.94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31,068,587,311.02 30,311,956,800.84
 *少數股東權益 – –
 所有者權益合計 31,068,587,311.02 30,311,956,800.84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53,638,818,520.07 55,926,576,5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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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一、 營業總收入 2,492,711,274.00

二、 營業總成本 2,532,645,470.44
其中：營業成本 2,272,901,082.27

營業稅金及附加 77,135,190.06
銷售費用 –
管理費用 213,332,727.66
財務費用 -30,723,529.55
資產減值損失 –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867,524.91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

三、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40,801,721.35
加：營業外收入 184,376,602.72
減：營業外支出 7,549.54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7,549.54

四、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43,567,331.83
減：所得稅費用 –

五、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43,567,331.83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43,567,331.83
*少數股東損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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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本期金額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858,160,509.25
收到的稅費返還 –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72,123,652.08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030,284,161.33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2,396,725,483.98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425,335,658.00
支付的各項稅費 143,450,670.01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13,671,128.9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579,182,940.96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548,898,779.63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080,903.29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
 其他長期資產所收回的現金淨額 –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回的現金淨額 –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080,903.2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1,445,354,336.89
投資支付的現金 520,281,957.21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淨額 297,902,009.99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38,557,468.2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402,095,772.29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401,014,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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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期金額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181,245,363.0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的現金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5,599,500,000.00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418,254,636.95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7,048,566,795.18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235,307,118.50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利、利潤 –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24,557,248.77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308,431,162.4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890,176,525.50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63,622,120.20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5,676,468,053.93

六、 現金的期末餘額(*) 5,273,787,971.88

註： 本運營業績最新情況所涉及財務信息是依照中國會計準則而編製，未經審計。

承董事會命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和誼

中國北京，2015年4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徐和誼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夕勇
先生、李志立先生；執行董事李峰先生；非執行董事馬傳騏先生、邱銀富先生、
Hubertus Troska先生、Bodo Uebber先生、王京女士以及楊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付于武先生、黃龍德先生、包曉晨先生、趙福全先生及劉凱湘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