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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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传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亚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惠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正文中，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比亚迪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集团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报告期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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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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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046,138,000.00 20,285,247,000.00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5,795,000.00 850,708,000.00 -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6,478,000.00 794,597,000.00 -4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8,308,000.00 -1,253,340,000.00 9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2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2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2.73%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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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26,109,000.00 145,070,778,000.00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001,236,000.00 51,255,929,000.0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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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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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00,000.00 主要是与汽车有关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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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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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6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9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18,000.00 主要是赔款收入及清账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467,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82,000.00  

合计 159,317,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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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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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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492（其中，A 股股东为

95,343 户，H 股股东为 14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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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5.25% 688,913,693（注 1）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18.79% 512,623,820（注 2） 384,467,865 质押 1,600,000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8.77% 239,228,620 179,421,465 质押 131,664,789 

BERKSHIRE HATHAWAY 

ENERGY(原名为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境外法人 8.25% 225,000,0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6% 162,681,860 40,645,465 质押 73,071,000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4.00% 109,000,000（注 3） 86,982,795 质押 12,500,000 

建信基金－农业银行－华鑫信

托－华鑫信托·华融金融小镇－

九智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5% 75,000,000 75,000,00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

鑫信托－华鑫信托·华融金融小

镇－九智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4% 55,662,020 55,662,020   

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52,264,808 52,264,808   

国联证券－建设银行－国联比

亚迪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9% 32,590,612    

注 1：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分

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注 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的 3,727,700 股 A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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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分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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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688,913,693（注 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88,913,693 

BERKSHIRE HATHWAY ENERGY(原名为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225,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5,000,000 

王传福 128,155,955（注 2） 人民币普通股 128,155,955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2,036,395 人民币普通股 122,036,395 

吕向阳 59,807,155 人民币普通股 59,807,155 

国联证券－建设银行－国联比亚迪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2,590,612 人民币普通股 32,590,612 

杨龙忠 2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0 

夏佐全 22,017,205（注 3） 人民币普通股 22,017,20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8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73,400 

王念强 19,049,740 人民币普通股 19,049,740 

注 1：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分

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注 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的 3,727,700 股 A 股股份; 

注 3：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分别持有的 195,000 股 H 股和 305,000

股 H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传福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吕向阳先生为王传福先生

之表兄，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89.5%和 10.5%的股权； 

2、HKSCC NOMINEES LIMITED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本公司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杨龙忠先生通过其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 3,000,000 股 A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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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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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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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名称 2017/3/31 2016/12/31 变化率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4,399,212,000.00  6,362,378,000.00  -30.86% 主要是本期汽车业务收票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307,434,000.00  205,939,000.00  49.28%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65,679,000.00  1,074,614,000.00  -47.36% 主要是所得税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313,511,000.00  193,528,000.00  62.00% 主要是本期应付债券产生的利息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7,191,753,000.00  4,847,936,000.00  48.35% 主要是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7,491,851,000.00  4,490,584,000.00  66.83% 主要是本期新增债权性固定收益融资产品所致 

 

损益表 

项目名称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 月  变化率 原因分析 

销售费用 1,058,996,000.00  602,332,000.00  75.82% 
主要是售后服务费、广告展览费、职工薪酬等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9,790,000.00  286,037,000.00  32.78%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

失) 
-2,756,000.00  -51,010,000.00  -94.60% 主要是对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8,824,000.00  96,475,000.00  116.45%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008,000.00  31,825,000.00  -33.99% 主要是违约金及赔偿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名称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18,308,000.00  -1,253,340,000.00  92.95% 

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00,329,000.00  -2,512,597,000.00  39.31%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387,907,000.00  1,139,467,000.00  548.37% 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462,348,000.00  -2,634,401,000.00  -155.51% 主要是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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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1.41% 至 -20.3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55,000 至           180,000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5,97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年第 2 季度，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步回暖，集团新能源汽车业务也

将逐步恢复，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明显提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也保持

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受补贴下降影响盈利仍然受压。传统汽车业务方面，

竞争依然激烈，预计第 2 季度传统汽车业务收入及盈利有一定压力。手机

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金属部件渗透率继续提升，客户订单强劲，预计集

团手机部件业务收入及利润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太阳能业务方面，产品

价格维持低位，预计第 2 季度仍有较大压力。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725,000,000.00 0.00 1,764,408,000.00 0.00 0.00 0.00 3,489,408,000.00 

出售深圳市

比亚迪电子

部品件有限

公司股权，

对价的 75%

以合力泰科

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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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本公

司发行

179,127,725

股进行股份

支付 

金融衍生

工具 
0.00 -460,000.00 0.00 0.00 0.00 0.00 -46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725,000,000.00 -460,000.00 1,764,408,000.00 0.00 0.00 0.00 3,488,948,0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17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1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7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1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17 年 01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7 年 01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1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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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2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2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2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2017

年 2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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