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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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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 2017 年度，公司拟以总股本 80,64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8,064万元。分配后的未分

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巴传媒 600386 北京巴士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32号 

电话 010-68477383 

电子信箱 bbcm@bbc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北巴传媒公司自上市以来，历经多次资产重组和业务整合，目前主要经营广告传媒和汽车服务两

大业务板块。 

（一）广告传媒业务的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 

    公司广告传媒业务板块主要经营北京公交集团所拥有的公交车身、车载移动电视、车内小媒

体、候车亭灯箱和场站媒体等公交广告媒体及相关传媒业务。 

1.公交车身媒体业务 

2010 年初公司对广告业务板块进行了业务调整和资源整合，并设立了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广告分公司，以该分公司为平台经营管理全部车身媒体资源，实现车身媒体统一经营和统一

管理。报告期末，广告分公司主营公交车身媒体 19,450 辆，其中双层车 1,547 辆，单层车 17,903

辆，分别由广告分公司下设的白马、CBS、七彩、自营等营销中心经营。 

2.候车亭灯箱及其他公交广告媒体业务 

    报告期末，公司主营 9,112 块候车亭灯箱，28,000 块车内挂板，1,904 块户外站牌等公交媒体

资源。其中，候车亭灯箱媒体和车内媒体分别与各合作方合作经营，站牌媒体由公司自主经营。 

3.公交车内移动电视、电子站牌、场站 LED 屏等公交数字媒体业务 

报告期末，公司主营的北京公交移动电视终端车辆数为 8,990 辆，分布在 666 条线路，公交场站

LED 大屏 66 套，采用合作经营和自主经营相结合的模式。 

（二）汽车服务业务的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 

公司汽车业务服务板块主要包括车辆驾驶员培训、车辆销售和维修保养、汽车租赁、车辆报

废回收拆解、新能源充电服务等子业务。 

1、车辆驾驶员培训一条龙服务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交驾校始建于 1954 年,是可同时容纳千余部教练车训练、考试、场校合一

的大型国有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主要面向公交和社会学员提供车辆驾驶员培训一条龙服务。 

2、小型乘用车销售、维修与售后的汽车 4S 店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依捷公司作为北巴传媒小型乘用车辆的汽车服务平台，目前旗下拥有上海

大众、一汽丰田、雷克萨斯、广汽本田、沃尔沃、东风日产、东风雷诺、北京奔驰、福建奔驰、

奔驰改装（MKB）、车丽屋汽车百货 11 个品牌的 16 家汽车服务公司，其中福建奔驰商务品牌 4S

店正在建设中。 

3、车辆租赁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巴士租赁公司现共设有七个经营部，分布在花园村、三义庙、展览路、亚运

村等地，共有租赁车辆 812 部，含电动车 107 部。 

4、车辆报废拆解和回收再利用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交公司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对社会营运车辆、公交车辆、涉

外牌照车辆和罚没车辆的指定拆解厂家，主要经营报废汽车的收购、解体，兼营废旧物资的回收

与再生利用业务。 

5、汽车连锁维修、新能源充电服务等汽车后服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隆源工贸公司正在逐步转型为以汽车连锁维修和新能源充电服务为主的汽车



后服务平台。2016 年起，隆源工贸以孙公司隆瑞三优为平台开展了充电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工

作，布局新能源汽车后服务市场。报告期末，隆瑞三优充电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已有 81 处充电站，

481 个充电桩陆续投入运营，主要为控股股东北京公交集团 3,000 余辆纯电动公交车提供充电服

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771,747,516.91 3,639,408,879.83 3.64 3,456,586,541.48 

营业收入 4,089,176,356.71 3,495,646,450.05 16.98 3,010,598,88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856,825.41 117,734,133.66 -12.64 146,129,43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682,287.37 98,706,730.32 -27.38 136,094,59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2,711,475.93 1,762,908,116.43 2.26 1,759,876,35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081,467.20 214,260,547.94 -10.82 274,684,50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6.68 减少0.94个

百分点 

8.4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56,552,092.76 955,141,522.47 1,081,427,984.42 1,196,054,75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6,267.05 26,516,014.19 35,683,830.62 21,860,7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295,290.24 21,548,977.06 33,681,599.74 156,42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54,005.31   27,319,925.43   -18,210,957.79   145,918,494.25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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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3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59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数量  



状态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1,760,000 443,520,000 55.0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000,000 7,000,000 0.87  无  其他 

郑建平 2,017,500 3,600,000 0.45  无  境内自

然人 

郭新民 2,528,148 3,028,148 0.38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燕亭 2,967,500 2,967,500 0.37  无  境内自

然人 

黄超 1,720,680 2,420,200 0.30  无  境内自

然人 

潘剑林 1,629,301 2,260,802 0.28  无  境内自

然人 

林爱清 1,210,814 2,220,766 0.28  质押 1,180,200 境内自

然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1,900 2,181,900 0.27  无  其他 

林振贵 965,243 2,023,500 0.25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北京巴士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北巴债 122398 2015 年 7

月 14日 

2020 年 7

月 14日 

70,000 4.4 按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5 年 7月 14日发行的北京巴士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支付本期债券

自 2016年 7月 14日至 2017年 7月 13日期间的利息。 

    按照《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

为 4.40%，每手“15北巴债”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4.00元（含税）。

本期债券付息金额为人民币 3,080万元（含税）。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7年 7月 13日债券付息日：2017年 7月 14日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7年 7 月 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5北巴债”持有人。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

合评级将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对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

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重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公司或本次债券相关要素出

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

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 

跟踪评级报告将同时在评级机构（www.unitedratings.com.cn）和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

间。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7.97 46.53 3.1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51 21.10 -2.82 

利息保障倍数 5.82 5.34 8.88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77,174.75 万元，净资产为 196,240.36 万元；2017

年度，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408,917.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6.98%，实现利润总额 17,754.3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0.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285.68 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了

12.64%。每股收益为 0.13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8年 3月 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颁发的财会[2017]13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和《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的通知》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并根据财会[2017]30 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 的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部分列报项目进行调整。主要调整如下：  

1、根据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的要求：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

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

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

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

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

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

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16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对 2017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根据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

知的要求追溯调整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至资产处置收益 

①资产处置收益 

②营业外收入 

③营业外支出 

1,942,284.26 

-2,096,582.60 

-154,298.34 

2,875,300.66 

-3,154,309.22 

-279,008.56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的要求：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2017年 1月 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

府补助和 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16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对 2017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16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对 2017年度报表

影响金额 

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

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①其他收益 

②营业外收入 

- 

- 

2,405,228.66 

-2,405,228.6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6年度及 2017 年度总资产、负

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