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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054                            证券简称：建车 B                            公告编号：2019-033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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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学钏 董事 因公出差 吕红献 

郝琳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定清 

刘志强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彭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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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车 B 股票代码 2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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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虎山 李文玲 

办公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传真 023-66295333 023-66295333 

电话 023-66295333 023-66295333 

电子信箱 cqjsmc@jianshe.com.cn cqjsmc@jiansh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车用空调压缩机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旋叶式铁质和铝质压缩机、活塞斜盘式定排量压缩机和电动压缩机，

覆盖 32cc 至 480cc 排量。主营产品荣获“中国著名品牌”、“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高质量产品”、“中国进入 WTO 推

荐产品”等称号。产品战略合作客户包括法国标致、长城汽车、长安汽车、东风日产等整车产销名列前茅的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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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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71,804,000.23 1,009,531,078.68 -3.74% 873,286,48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43,247.05 14,375,111.84 -26.66% 12,267,00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74,662.19 13,866,734.69 -34.56% 12,908,42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24,513.55 62,980,107.16 158.53% 108,619,11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120 -26.67% 0.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120 -26.67% 0.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5.22% -1.56% 4.6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461,770,573.54 1,302,238,427.15 12.25% 1,559,334,88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301,450.54 282,758,203.49 3.73% 268,383,0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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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11,269.51 244,885,461.90 215,629,758.62 244,477,51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89.60 66,020,738.88 -1,585,147.13 -53,948,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476.62 66,071,417.34 -3,124,094.71 -53,597,18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06,058.10 9,779,972.15 56,259,518.62 78,078,9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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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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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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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13% 84,906,250 84,906,250   

顾作成 境内自然人 1.89% 2,261,000 2,2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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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1,750,000 1,750,000 冻结 1,750,000 

刘丹 境内自然人 0.86% 1,032,201 0   

许元晖 境内自然人 0.56% 666,789 0   

俞凌峰 境外自然人 0.51% 612,921 0   

陈新强 境内自然人 0.51% 612,400 0   

张美兰 境内自然人 0.43% 513,560 0   

冯永辉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00 500,000   

李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8% 455,56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资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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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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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国家政策调整，公司努力推进了企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全年实现汽车空调压缩机销量 235.32 万台、营业收入 9.7 亿元、利润 1054 万元，完成年度产品销售预算

的 98%，收入预算的 105%。 

（1）主营业务收入及成本 

报告期内，汽车空调压缩机实现销量 235.32 万台，同比增长 1.61%。受汽车主机厂降价及制造要素涨价等因素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6.87%，其中，国内市场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17.3%；通过对国外汽车市场的拓展，国外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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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同比增长 34.79%。 

主营业务成本同比下降 4.77%，毛利率同比下降 1.87%。 

（2）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共发生期间费用 1.54 亿元，较上年度增加 0.17 亿元，同比增长 12.65%。主要因新增汽车零部件加工业

务后，职工薪酬、折旧、修理等费用相应增加，导致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29.96%。 

（3）研发投入 

本年度，公司在“电动压缩机项目”、“铝质机项目”、“旋叶铁质机重点客户项目”等项目上完成研发投入 2385 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 2.45%，同比减少 3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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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机 911,621,983.96 138,998,964.91 15.25% -7.16% -16.6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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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本年度受主机厂降价影响，在产品销售量约有增长的情况下，营业收入较同期下降 3.74%。 

投资收益：本年度公司转让上海建设 51%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5304 万元，投资收益较同期增长 1587.57%。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坏账损失 3471.37 万元，较同期增加 1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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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原因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 简

称“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公司将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二）变更日期：根据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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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按照财政部现行文件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二）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元） 

1 应收票据 -17,800,808.72 

应收账款 -280,383,810.2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8,184,618.93 

2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5 应付票据 -411,410,000.00 

应付账款 -179,749,230.7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91,159,230.79 

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 专项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8 管理费用 -11,848,985.86 

研发费用 +11,848,985.86 

除上述项目调整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报表的追溯调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当期损益，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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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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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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

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

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上海建设摩托

车有限责任公

司 

61,200,000.00 51.00 挂牌协议转

让 

2018年6月15日 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收到转让款，已办理

股权转让手续、丧失

财务经营活动控制

权 

59,095,066.65 

注：2019年1月，上海建设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并领取更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红献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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