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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2年度报告进行补充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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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 2012 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江淮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上证公函【2013】0257 号），在 2012 年度报告“财务

报表附注”  之“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补充披露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在 9.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主要未办证房产明细

单

位：万元

项目 未办妥产权证书原因
预计办结产

权证书时间

乘用车三厂厂房（账面价值：31326.45 万元） 整个项目尚在建设过程中

待项目整体

竣工完成后

办理

铸造公司厂房（账面价值：1105.82 万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3 年年

底

单身公寓（账面价值：3661.05 万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3 年年

底

研发中心（账面价值：19603.78 万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3 年年

底

多功能商用车厂房（账面价值：7155.79 万元）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3 年年

底

青州工厂（账面价值：3064.10 万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4 年年

底

发动机厂房（账面价值：8534.90 万元）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预计

2014 年年

底

乘用车一厂（账面价值：11713.22 万元）
土地为江汽集团的，由于房

地分离未能办证
尚未确定

乘用车二厂（账面价值：32008.66 万元）
土地为江汽集团的，由于房

地分离未能办证
尚未确定

公司本部（账面价值：2686.65 万元）
土地为江汽集团的，由于房

地分离未能办证
尚未确定

轻卡二厂（账面价值：16854.14 万元）
土地为江汽集团的，由于房

地分离未能办证
尚未确定



第二部分：在 37.销售费用中补充披露如下：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售后服务费     582,815,617.92     437,938,967.95

 送车费     460,292,683.88     491,672,017.92

 工资及工资性费用     259,841,233.08     199,498,053.58

 广告费     199,125,235.54     245,105,121.11

 销售佣金     129,705,868.80      16,658,553.85

 业务宣传费      71,432,628.41      48,043,513.51

 其他      80,700,083.65      44,038,915.48

 合计   1,783,913,351.29   1,482,955,143.40

第三部分：在 38.管理费用中补充披露如下：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研究发展费     504,915,620.81     562,371,721.29

 工资及工资性费用     369,601,313.39     337,718,299.75

 无形资产摊销     124,545,662.67     127,163,920.13

 修理费     104,918,320.98     125,185,992.88

 税费      69,970,689.05      65,304,995.02

 折旧费      58,308,615.73      55,786,669.88

 信息化费      50,481,271.46      10,534,041.55

 客车运费      44,820,986.71      29,801,312.40

 咨询费      36,961,586.00       7,273,822.96



 排污费      26,220,715.20       7,232,402.85

 保安服务费      17,612,732.00       5,953,354.52

 场地使用费      12,175,000.00      21,951,000.00

 办公费      11,086,330.50       9,030,304.90

 绿化保洁费      10,820,359.02       7,850,336.89

 业务招待费      10,016,887.40       7,959,080.37

 仓管费       9,938,335.61       6,881,750.20

 差旅费       9,626,000.41       7,607,543.49

 其他      87,496,582.69      41,539,401.37

 合计   1,559,517,009.63   1,437,145,950.45

第四部分：在 43.营业外收入中补充披露如下：

本期主要政府补助明细

单位：元

序

号
内容 金额 时间 说明

1
新能源汽车示范

推广补助款
18,000,000.00 2012 年 1 月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

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

的通知》财建【2010】230 号

2 增值税留成奖励 6,409,400.00 2012 年 11 月
《合肥市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

推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试行）》合政

〔2012〕53 号

3
聘请国外人才费

用资助
1,000,000.00 2012 年 2 月

《合肥市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

推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适行）》合政

【2011】54 号

4
新能源汽车示范

推广补助款
27,000,000.00 2012 年 11 月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

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

的通知》财建【2010】230 号

5
新能源汽车示范

推广补助款
84,770,000.00 2012 年 11 月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

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

的通知》财建【2010】230 号

6
收到政府科技补

助款
2,000,000.00 2012 年 8 月

《关于下达 2012 年国家技术

创新工程试点省和合芜蚌自主

创新综合试验区专项资金项目

计划的通知》皖创新办

[2012]3 号

7
离合器研发项目

创新奖励
4,589,000.00 2012 年 1 月

《合肥市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

推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适行）》合政



【2011】54 号

8

合肥市承接产业

转移进一步推进

自主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

1,412,000.00 2012 年 7 月

《合肥市承接产业转移加快新

型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政（试行）

》合政【2011】51 号

9
外贸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资金
7,727,000.00 2012 年 9 月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12 年第一批外贸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资金（指标）的通知》

财企【2012】1592 号

10
研发创新项目资

助
1,060,000.00 2012 年 11 月

《科技部关于拨付 2012 年第

三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课题经费的通知》国科发财

【2012】624 号

11

纯电动微型汽车

研制与产业化项

目补助

1,500,000.00 2012 年 3 月

安徽省财政厅根据《安徽省国

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和合芜

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专项资

金项目扶持管理办法》

12
进口产品贴息资

金
2,006,000.00 2012 年 11 月

《财政部关于拨付各地

2012 年度进口产品贴息的通

知》财企【2012】274 号

13
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
30,810,240.00 2012 年 12 月

《关于贯彻《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合人社秘

【2012】271 号

14
子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贴
12,575,278.98 2012 年

子公司收到当地政府的财政补

贴

除上述补充披露内容，公司 2012 年年报的其他内容不变。 补充披露后的年报全文参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补充后）。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