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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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及除独立董事黄焱、曹亦为、周含军之外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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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立董事黄焱、曹亦为、周含军在2017年年度报告表决

中投出反对票，未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保千里目前大部分银行账户及重要资产被司法冻结，银行借款、公司债券及供应商欠款等均

出现逾期，员工大量离职并已拖欠工资，生产经营停滞。以上情况表明保千里持续经营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保千里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内控失效，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保千里前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庄敏主导的对外投资、付款、违规担保等事项，凌驾于公司

内部控制之上，致使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失效，公司产生重大损失，生产经营停滞，大量员工离

职或缺岗，较多关键内控职能缺位，组织机构不能有效运行，控制环境恶化，公司内部控制失效。

由于以上事项影响广泛，我们虽然部分实施了检查、函证等审计程序，但难以全面实施有效的审

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公司财务报表作出调整，也无

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无法判断重大或有负债及或有对价的影响 

保千里因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及立案，很可能持续面临较多诉讼或

仲裁，包括债权人诉讼和员工、投资者索赔等事项，这些诉讼或仲裁的结果不明，对公司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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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影响难以确定；另外，因前实际控制人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海昌、庄明、蒋俊杰在收购上

市公司过程中提供虚假协议导致公司向上述相关方多发行 12,895.75 万股公司股票，以及因保千里

电子未完成重组业绩或因减值测试结果，重组方需要按照约定进行股份补偿，但所涉及的公司股

份几乎全部质押及被司法冻结，回购股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财务报表对上述事项未予计量。以

上或有事项影响重大，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或有事项对保千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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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 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77.32亿元，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

配净利润-102.36亿元。因此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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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保千里 600074 保千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皓琳 张宁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

国际大厦16层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登良

路23号汉京国际大厦16层 

电话 0755-26009465 0755-26009465 

电子信箱 stock@protruly.com.cn stock@protrul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研发出一系列以高端视频和图像的

采集、分析、显示、传输、处理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硬件产品，同时紧密结合互联网+云计算应用，

构建以视像技术为基础的云平台，为客户提供高端视像解决方案。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业务领域为智能驾驶产品业务、人工智能领域、VR 领域、智能商

用显示领域、特种视像领域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2.75 亿元。 

由于公司在 2017 年 8 月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后，社会舆论较多，公司声誉和融资形象受损，

直接导致公司及下属公司部分资金被银行冻结并要求提前归还贷款，公司到期贷款难以续贷。加

之近年来公司在原董事长庄敏主导下对外投资过度，公司出现了资金链紧张、流动性不足的严峻

形势，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公司资金已无法继续维持原来的业务规模，导致大部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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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萎缩。 

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VR 领域、智能商用显示领域、特种视像领域业务已基本难以维持，公

司以后将主要资金及精力用于运营仍具有竞争实力的智能驾驶产品业务，保障公司持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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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32,684.46 9,442,161,330.03 -78.67 2,669,927,681.51 

营业收入 2,845,811,907.70 4,114,202,062.62 -30.83 1,656,993,46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732,090,801.36 799,484,894.45 -1,067.13 373,475,40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61,334,404.50 795,240,668.58 -1,075.97 372,088,88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359,043,131.87 4,374,924,404.61 -176.78 1,452,435,70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2,505,595.31 -336,349,647.13 -141.57 -147,936,70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17 0.35 -1,005.71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17 0.34 -1,032.35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不适用 30.00 不适用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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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88,196.53 1,242,666,698.81 686,476,070.03 -115,219,05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0,077,278.31 198,214,549.00 35,263,753.87 -8,135,646,38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8,206,874.01 195,187,052.41 21,001,659.09 -8,135,729,99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70,106,922.24 246,130,104.22 -331,980,665.45 43,451,888.16 

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负数，主要原因为公司下半年资金链断裂，公司产生重大损失、

生产经营停滞，大量员工离职或缺岗，公司难以保证后续产品的正常维护服务，导致客户在第四

季度大量退货所致。第四季度产生退货 145，324,853.30 元。其中，60,367,588.42 元实际出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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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一季度；31,683,760.68 元实际出货时间为二季度；53,273,504.18 元实际出货时间为三季度。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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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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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数量  

庄敏 0 854,866,09

3 

35.07 854,866,09

3 

质押 845,480,000 境内自然人 

冻结 854,866,093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0 339,992,92

4 

13.95 339,992,92

4 

质押 339,99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冻结 339,992,924 

陈海昌 0 108,797,73

6 

4.46 108,797,73

6 

质押 108,000,000 境内自然人 

冻结 108,000,000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

有限公司 

0 47,970,000 1.97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庄明 0 42,499,116 1.74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海富通基金－上海

银行－上银海富通

丙申定增基金一号

资产管理计划 

0 40,150,814 1.65 0 无  其他 

红塔红土基金－浙

商银行－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0 40,150,814 1.65 0 无  其他 

蒋俊杰 0 27,199,434 1.12 27,199,434 质押 27,199,434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新常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0,00

0 

16,330,637 0.67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新丝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5,

200 

15,771,044 0.65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江阴市金凤凰投

资有限公司、王东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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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注：因股东未提供相关资料，公司未知股东庄明、蒋俊杰的股份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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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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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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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6 千

里 01 

145206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12 6.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上海证

券交易

所固定

收益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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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第一次付息日为 2017年 11月 30日，公司未按时支付债

券持有人的利息，共计 7200万元，造成债券逾期。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C，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C。 

2、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评级”）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C，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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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5 50.23 413.3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70 0.27 -739.33 

利息保障倍数 -25.09 10.58 -337.1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84,581.19 万元,较去年同期约下降 30.83%；2017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773,209.0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853,157.57万元；2017年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335,904.31万元，较期初减少约 773,396.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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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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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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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会计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1）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

调整。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

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对 2017 年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变更前 变更影响金额 变更后 

营业外收入 199,827,727.94 -194,068,928.41 5,758,799.53 

资产处置收益  8,656,202.14 8,656,202.14 

其他收益  185,412,726.27 185,412,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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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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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尔贝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彼图恩科技有限公司 

保千里（香港）电子有限公司 

保千里（塞舌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隆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威卡尔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打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联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哥智慧系统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保千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商用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菱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佳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景龙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康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协创兄弟房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仿生智能视像技术研究院 

注：2017 年本公司投资并达到控股的部分公司，由于未能实质控制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

期末未内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附注十一节、七、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