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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2018-016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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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0,430.32 24,769,220.24 -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03,500.15 11,287,340.33 -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91,310.66 11,272,315.30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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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38,463.71 6,094,807.00 -394.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0327 -3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0327 -3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1.8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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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63,608.71 599,986,964.08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6,880,356.40 529,776,856.25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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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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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77,600 0 质押 22,148,072 

易小强 境内自然人 0.67% 2,300,000 0   

邓兰 境内自然人 0.60% 2,086,800 0   

周俊虎 境内自然人 0.52% 1,792,067 0   

郝俊 境内自然人 0.39% 1,329,000 0   

张宗敏 境内自然人 0.35% 1,207,850 0   

谢雄清 境内自然人 0.34% 1,177,650 0   

范立新 境内自然人 0.32% 1,104,450 0   

张亚华 境内自然人 0.30% 1,039,105 0   

蒋国平 境内自然人 0.28% 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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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0

股。第三名邓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17600 股。第四名周俊虎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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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199 股；第五名郝俊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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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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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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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650 股；第八名范立新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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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000 股。第九名张亚华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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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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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一方面公司积极引进人才，在

移动互联网+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领域进行探索拓展，为公司转型升级做准备，另一方面内

抓管理，控制成本，保持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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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0,430.32 24,769,220.24 -7.67%  

营业成本 19,388,205.90 20,478,816.51 -5.33%  

销售费用 2,125,265.80 2,278,200.93 -6.71%  

管理费用 6,085,152.34 3,638,543.99 67.24% 
报告期公司人员增加，

从而人员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 -417,046.31 -252,489.87 -65.17% 
报告期公司利息收入较

上年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938,463.71 6,094,807.00 -394.32% 

主要由于报告期公司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929.48 81,507,699.34 -99.95% 

上年同期公司收到国际

期货投资分红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7,899,534.23 87,602,506.34 -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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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0,430.32 19,388,205.90 15.23% -7.67% -5.33% -2.09% 

分产品 

汽车销售业务 19,247,515.77 17,662,515.46 8.23% -8.59% -5.30% -3.19% 

汽车维修业务 3,375,168.75 1,622,646.38 51.92% 5.23% 0.57%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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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精品业务 119,579.94 103,044.06 13.83% -66.05% -52.07% -25.14% 

汽车保险业务 128,165.86 0.00 100.00% -14.79% 0.00% 0.00% 

分地区 

华南地区 22,870,430.32 19,388,205.90 15.23% -7.67% -5.33% -2.09% 

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1. 宏观经济风险：进入2018年，随着各国进入紧缩周期，全球复苏呈现趋弱之势，而外部环境的动荡也进一步增大了中国

经济形势的复杂性，预计2018年下半年，GDP增长还会在低位运行，消费增速将继续缓慢下降，公司的经营存在受宏观

经济环境及经济周期影响的风险。 

2. 市场竞争风险：随着我国汽车经销行业整合的不断深入和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加剧，由于公司近几年在

汽车服务行业没有增加投入，单一品牌、单一区域的模式运营成本高，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联动效应，公司业务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劣势，未来公司将积极推动公司业务转型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3. 战略转型风险：2018年下半年，将继续谋求战略转型，如何在战略转型中找准定位，处理转型前后企业管理、专业人才

空缺挑战等，是公司即将面临风险因素，公司将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大人才引进，保障公司安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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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