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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2017-009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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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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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23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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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期 股票代码 0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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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新 田宏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3 号新恒基国际

大厦 15 层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3 号新恒基国际

大厦 15 层 

传真 010-59539886 010-59539886 

电话 010-59539802 010-59539802 

电子信箱 000996@cifco.net.cn 000996@cifco.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维修、美容、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金融服务、汽车保险经

纪、汽车电子商务等。公司主要代理东风悦达起亚品牌的汽车销售，车型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微车等。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开局之年，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汽车行业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产品结构调整和更新步伐持续加快，产销增速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呈逐月增高态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6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811.9万辆和2802.8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4.5%和13.7%，高于上年同期11.2和9.0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2442.1辆和2437.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5%和

14.9%，商用车产销369.8万辆和365.1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销分别增长了8%和5.8%。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整合内外部资源，开拓销售渠道，借助中期集团手机APP“中国金融通”平台，开通了汽车销

售网上直播厅，实现了汽车销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在市场环境向好的大背景下，经过公司的努力，2016年公司实

现汽车服务业务收入107,604,878.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0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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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13,218,533.62 84,632,027.48 33.78% 82,998,69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93,039.96 9,849,228.55 108.07% 9,504,36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84,834.73 12,282,385.86 65.97% 9,952,96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03,274.58 -11,850,788.57 159.10% -5,597,51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1 0.0428 108.18% 0.04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1 0.0428 108.18% 0.0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2.05% 1.47% 1.6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722,684,493.32 677,688,419.30 6.64% 654,504,69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719,617.17 587,512,703.92 5.14% 577,663,475.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810,480.59 24,342,920.67 28,879,640.37 46,185,49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7,415.19 7,974,751.36 4,696,193.59 5,234,6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2,566.15 8,055,427.51 4,545,708.42 5,251,13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7,091.70 119,857.66 -675,454.01 10,565,962.6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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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5,91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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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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4% 44,718,400 0 质押 6,083,169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1.00% 2,3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2,200,000 0   

朱建忠 境内自然人 0.78% 1,804,600 0   

陈伟利 境内自然人 0.72% 1,649,800 0   

许文锋 境内自然人 0.66% 1,515,200 0   

上海擒龙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擒龙 1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1,248,777 0   

姚永海 境内自然人 0.49% 1,128,000 0   

郝俊 境内自然人 0.39% 886,000 0   

张宗敏 境内自然人 0.36% 831,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了融资融券或转融通业务，其中：第四名朱建

忠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04600 股。第五

名陈伟利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49800 股。第六名许文锋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1515200 股。第七名上海擒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擒龙 1 号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48777 股；第八名姚永海通过“申

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27900 股；第九名郝俊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86000 股。第十名张

宗敏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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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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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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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2016年度，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开展各项

经营管理工作：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改善传统汽车销售模式，借助中期集团手机APP“中国金融通”平台，开通了汽车销售

网上直播厅，实现了汽车销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了一定提高，2016年公司实现汽车服务业务收

入107,604,878.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04%。 

2、报告期内，公司优化组织结构，强化管理创新，加强公司内部协同效应，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公司通过多方面举措来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降低10.63%，实现净利润20,493,039.96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08.07%。  

3、报告期公司整合内外部资源，将盈利能力较差的物流业务从公司剥离，一方面处置了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另一方面增

加了公司经营所需现金流，为公司将来择机增加对优质资产的投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打下良好基础。 

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2、收入与成本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9% 

19.44% 

姜荣 刘润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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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13,218,533.62 100% 84,632,027.48 100% 33.78% 

分行业 

汽车服务业务 107,604,878.75 95.04% 78,520,017.21 92.78% 37.04% 

物流服务业务 5,613,654.87 4.96% 6,112,010.27 7.22% -8.15% 

分产品 

汽车服务业务 107,604,878.75 95.04% 78,520,017.21 92.78% 37.04% 

物流服务业务 5,613,654.87 4.96% 6,112,010.27 7.22% -8.15% 

分地区 

华南地区 107,604,878.75 95.04% 78,520,017.21 92.78% 37.04% 

华北地区 5,613,654.87 4.96% 6,112,010.27 7.22% -8.15%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分类 

行业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汽车服务业务 整车成本 95,875,925.47 92.54% 72,478,777.37 90.49% 32.28% 

汽车服务业务 维修成本 2,851,239.39 2.75% 2,228,392.19 2.78% 27.95% 

汽车服务业务 精品成本 1,349,132.07 1.30% 1,044,166.44 1.30% 29.21% 

汽车服务业务 其他成本 30,011.20 0.03% 32,488.04 0.04% -7.62% 

物流业务成本 物流成本 3,630,484.08 3.50% 4,311,335.16 5.38% -15.79% 

说明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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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车服务业务 107,604,878.75 34,465.40 7.72% 29,091,861.54% 4,628,597.64% 4.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218,533.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8%，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大销售力度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93,039.9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8.0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

货有限公司利润较上年度有所增长，公司投资收益增加，以及报告期公司控制费用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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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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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将全资子公司捷利物流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捷利物流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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