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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2017-012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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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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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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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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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59539802 010-5953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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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769,220.24 38,153,401.26 -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87,340.33 10,562,166.55 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72,315.30 10,587,993.66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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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94,807.00 -2,887,234.04 31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1 0.0459 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1 0.0459 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1.7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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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419,342.44 722,684,493.32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9,006,957.50 617,719,617.1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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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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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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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小强 境内自然人 0.65% 1,494,594 0   

周俊虎 境内自然人 0.46% 1,056,578 0   

郝俊 境内自然人 0.39% 886,000 0   

廖金涛 境内自然人 0.38% 878,800 0   

张宗敏 境内自然人 0.36% 831,900 0   

谢雄清 境内自然人 0.36% 817,214 0   

周其标 境内自然人 0.34% 791,500 0   

范立新 境内自然人 0.33% 753,100 0   

陈伟利 境内自然人 0.26%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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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易小强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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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094

股。第三名周俊虎通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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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466 股；第四名郝俊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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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886000 股。第六名张宗敏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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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名谢雄清通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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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100 股；第八名周其标通过“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791500 股；第九名范立新通过“东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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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00 股；第十名陈伟利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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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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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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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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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运行稳定性不断增强，新发展理念正在逐步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呈现出增长平稳、需求结构优化的良好格局，受此影响，汽车行业保持稳定增长，1-6月，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352.6万辆和1335.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6%和3.8%，汽车产销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有所减缓。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确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加强内部管理，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稳步进行，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87,340.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7%。 

（2）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769,220.24 38,153,401.26 -35.08% 主要由于2017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汽车销售数量

有所减少，导致营业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20,478,816.51 35,087,950.84 -41.64% 主要由于受汽车销售量减少的影响，汽车购进量也

随之减少，营业成本随之减少。 

销售费用 2,278,200.93 1,613,561.41 41.19% 主要由于销售费用中的工资薪金，员工福利，广告

费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大。 

管理费用 3,638,543.99 5,798,968.49 -37.26% 主要由于公司报告期精干队伍，提高效率，减少管

理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252,489.87 -70,020.84 260.59%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货币资金与同期相比增加，从

而银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94,807.00 -2,887,234.04 311.10%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变动较大的缘故。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507,699.34 -10,106,992.41 906.45%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到投资分红，导致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度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87,602,506.34 -12,994,226.45 7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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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汽车服务业务 24,769,220.24 20,478,816.51 17.32% -35.08% -41.64% 9.29% 

分产品 

分地区 

华南地区 24,769,220.24 20,478,816.51 17.32% -35.08% -41.64% 9.29% 

（3）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市场竞争风险：近年来由于汽车销售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全行业价格下降的趋势明显，行业利润率随

之下降。2017年4月商务部出台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不再强制要求品牌授权，这可能会使得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进

而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汽车销量。针对该风险，公司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整合内外部资源，借助中期集团手机APP“中国金

融通”平台，开拓销售渠道，另一方面进一步寻求并完善产业链服务和增值服务，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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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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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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