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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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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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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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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峰科技 股票代码 3000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吉峰农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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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元兴 刘桂岑 

办公地址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

北部园区港通北二路 219 号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

北部园区港通北二路 219 号 

传真 028-67518546 028-67518546 

电话 028-67518546 028-67518546 

电子信箱 yangyx@gifore.com liugc@gifo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关于拟对公司业务板块战略性调整的公告》，将打造三大业务板

块，包括：农机流通与服务业务板块、高端特色农机具及核心零部件业务板块、乡村振兴与

智慧农业整体解决方案及现代农事服务+互联网板块。 

（1）农机流通与服务业务板块 

农机流通与服务业务板块的主营业务为农（牧、林果、蔬菜）业机械（单台或成套）设

备、农用轻型载货汽车、农村通用机电等销售与服务，通过上市公司控股布局在全国 22 个省

的各连锁直营店代理国内外各种农业机械，由连锁直营店或其下属二级经销商向用户销售农

业机械产品与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提高用户生产效率，增加用户效益，从而各控股直营店获

得产品与零部件销售及维修、培训服务等收益。以“服务创造新价值”为经营理念，具备对各

类国内外农业机械的技术咨询、培训、维修服务、配件供应能力，并可根据当地使用环境有

针对性的对机具配置和使用提出改进方案，系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2）高端特色农机具及核心零部件业务板块 

高端特色农机具及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务板块平台公司吉林康达，主要生产制造免耕机系

列产品、精播机系列产品、气吸式和气吹式免耕播种机系列产品、深松机及深松整地机系列

产品，同时还生产玉米免耕播种机、麦田重耙机械和旱田重耙机械等产品。产品具有技术指

标先进、性能优越、机具稳定性高、作业适应能力强、使用质量可靠等特点。吉林康达是全

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主推机具和行业第一品牌，市场保有量一直名列前茅，在黑、吉、辽、

蒙四省（区）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高达 60%以上，处于龙头地位，同时产品已进入西北和

华北等区域。 

康达牌免耕播种机是传统播种机的更新换代产品，是在指夹式播种器的基础上开发的免

耕设备。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和秸秆留茬覆盖还田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播种，达到控制土壤风

蚀水蚀和沙尘污染以保护耕地，增加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含量以改善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

力，增强蓄水保水能力、减少环境污染、节能减排和稳产高产的目的。随着保护性耕作项目

推广力度的不断加大，免耕播种机日渐被市场所接受。康达向市场推广的具有免耕、施肥等

于一身的机械式玉米播种机，已成为播种机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和用户心目中的理想产品。

公司生产的免耕系列产品直接销售给下属的代理经销商，同时为经销商提供产品技术及维修

保养培训，从而获得销售收入与利润。 

（3）乡村振兴与智慧农业整体解决方案及现代农事服务+互联网板块 

乡村振兴与智慧农业整体解决方案及现代农事服务+互联网板块的主营业务为通过与村

集体、合作社等紧密合作，开展粮油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及蔬菜林果关键环节机械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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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以机械化作业服务为核心，开展农机调度、维修等信息化服务和智慧农业建设项目，

打通农业生产闭环，形成生产端全过程服务、监管、可溯源的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最终为

农业生产主体打造绿色、高效的农产品提供坚实保证。 

2、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国家宏观金融环境变化和传统农机领域市场下滑的影响，适时

调整主营业务品类品牌组合，加速库存周转，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努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继续推进亏损或低效直营门店的关停并转，大力拓展大型组织化客户，着力提升主营业务收

益和内部管控环节的增收节支。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康达是国内玉米免耕播种机系列产品行数最全的领军企业，市场占

有率排名第一。报告期内，吉林康达依托技术、市场优势，扩大产能，形成了规模效益，加

之品牌效应、国家保护性耕作补贴政策与东北地方政府累加支持，吉林康达经营业绩较去年

大幅增长。 

公司抓住大型组织化客户整体代理采购的需求，收取其资金向国内外农机制造采购并直

销给组织化客户获得收益，同时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带来的全程全面机械化重点项目

大幅增加的机遇，积极培育新业务，抢占乡村建设项目及高新特色农机业务市场，提升效益，

实现扭亏为盈。 

3、2018 年主要业务行业概述 

（1）农业机械行业 

2018 年我国农机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了 67%，三大粮食小麦、玉米、水稻的耕种收机械

化水平均超过 80%，传统中低端农机产品国内供给出现普遍过剩，与之不同步的是，高端大

型化、智能化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畜牧等机械化产品、诸多核心部件依赖进口，国产化程度

不足。按照行业统计，我国农机行业规模全球第一，而整体竞争力却处于中低端水平，产业

短板明显。 

2018 年农机工业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2601.32 亿元，同比增长 1.67%；规模以上企业利

润大幅下降 15.76%，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2018 年农机行业整体低位运行，但细分领域差距

明显，冷热不均。传统产品尤其是拖拉机和收获机行业下滑明显，新兴产品逆势上扬；传统

农机进入周期性下滑和升级换代，农机销售向宽度发展。 

2018 年部分子行业的表现可圈可点，折射出曙光，主要体现在农机化薄弱环节的机具增

长明显。另外，零部件领域近几年一直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外资企业加大本

地采购力度、零部件出口能力增强、大企业产品质量整合升级，以及后市场销售追求品牌化

等因素的拉动。新兴市场的增长，一方面说明企业跟随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而调整农机产品结

构布局，另一方面说明企业研发、生产重点开始转向农业机械化薄弱环节。 

公司销售规模位居农机流通行业第一，占整个农机市场补贴销售规模的 5%，未来成长空

间巨大，作为农机与三农综合服务平台，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农业机械设备与各项综合服

务，承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 

（2）载货汽车行业 

2018 年，我国卡车销售 388.6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6.9%，其中重型卡车销量创历史新

高，达到 114.8 万。2018 年上半年，重卡市场延续了 2017 年的增长态势，1—6 月销量已达

到 67.2 万辆，同比增长 15.1%。然而下半年，随着全国各地工程项目减少，自卸车、牵引车

市场热度减退，7—10 月，重卡市场销量出现了连续 4 个月的负增长。重卡市场销量经历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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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连降”后又回暖。受益于同城配送和城际物流市场的快速增长，2018 年，轻卡市场在传统

淡季 2 月销量下滑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连续 9 个月同比增长的纪录，全年销量同比

增长超 10%。半挂车牵引车销量同比下降 17.2%。 

卡车市场在汽车业整体销量同比下滑的大趋势下，仍然保持向好态势。2018 年，“环保”

是卡车市场的关键词之一，排放升级深刻影响了卡车产业链条的上下游。卡车企业竞争加剧，

智能网联持续加速，企业抓住机遇的同时也在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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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935,403.17 3,097,332,641.62 -4.02% 3,566,285,74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65,679.14 -44,691,030.28 123.42% 11,760,39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293,829.79 -53,442,302.70 86.35% 7,233,13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18,630.37 150,640,080.73 -78.81% 143,127,93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1175 123.40% 0.03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1175 123.40% 0.03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19.62% 24.60% 4.8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95,870,012.32 2,036,364,941.32 -6.90% 2,229,629,5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6,463,317.88 203,486,674.64 6.38% 251,971,1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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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539,950.99 914,204,459.35 877,978,358.34 733,212,6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8,229.43 1,726,929.63 101,514.32 8,169,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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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030.43 -7,524,553.93 -10,682,100.14 10,597,79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122,145.62 19,222,247.40 53,382,363.44 -23,563,8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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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4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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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新明 
境内自

然人 
13.13% 49,932,824 37,449,618 质押 

49,849,80

0 

王红艳 
境内自

然人 
8.64% 32,838,000    

成都力鼎

银科股权

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6% 18,876,903    

西藏山南

神宇创业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5% 11,232,000  质押 
10,600,00

0 

王海名 
境内自

然人 
1.59% 6,042,200  质押 1,000,000 

王宇红 境内自 1.20% 4,57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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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刘佳佳 
境内自

然人 
0.53% 2,000,000    

张连鱼 
境内自

然人 
0.48% 1,817,528    

徐达 
境内自

然人 
0.44% 1,679,101    

江青松 
境内自

然人 
0.40% 1,53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新明、王红艳夫妇为一致行动人；2、王新明先生持有西藏山南

神宇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的表决权，王新明先生

与西藏山南神宇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股东关

系；王海名先生为王新明先生之弟，王海名先生与王新明先生构成关

联股东关系；3、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和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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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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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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机行业高位运行，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机利好政策频出，传统农机进入周期性下

滑和升级换代，农机销售向宽度发展，高新特色农机具行业表现活跃，智能农机市场飞速发

展。为应对产业周期调整及客户及需求变化，报告期内，在上游环节，利用公司网络、服务

优势以及上市公司影响力优势，充分利用与厂商的“总对总”代理更多国内外符合现代智慧农

业发展以及农机化发展关键薄弱环节的优势品牌，抢占市场份额，挤压竞争对手；在下游环

节，积极通过各种演示、推介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维持原有用户的需求，同时大力

发展加盟店，开发更多的组织客户；在公司自身环节，通过组织调整、绩效考核，优化人员

结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在各子公司推行全员绩效，与目标挂钩，特别是在市场环境疲

软的情况下，对应收账款、存货周转以及新市场、新业务的开拓方面给予奖惩机制。同时为

适应乡村振兴发展对农机化的客观需求，积极培育现代农事服务以及高新特业务的发展。通

过以上措施，虽然在市场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公司保持平稳运行。 

从经营结果看，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72,935,403.17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02%；

营业成本为 2,488,395,571.0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5%；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利润为

60,406,863.21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99.58%；公司销售费用 267,503,960.18 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11.51%，管理费用 88,164,647.44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64%；财务费用 63,580,530.35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9.31%。利润总额 60,866,057.69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97.21%；净利

润 32,037,840.79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6.58%；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0,465,679.14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23.42%；应收账款 350,624,911.6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33%；存货

439,657,928.9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216,463,317.88 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6.38%。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管理情况如下： 

1、加强组织重构 

加强省级或区域公司（事业部）、区域中心旗舰店核心领导团队的建设，积极实践与完善

“董事长、总经理为核心的班子成员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领导体制；践行“选班子、

带队伍、勤沟通、立规范、树文化”的团队建设方针，按照“聚人聚势聚思想，融资融智融文

化”的核心诉求，促使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 

2、加强人才队伍重构  

各省级或区域公司（事业部），以及参照省级公司管理的区域中心旗舰店要结合直营店业

态布局，大力推进精兵简政。直营综合店、服务店要严格推行销售服务一体化，大力增加具

有维修服务能力的员工；坚持人才来源的多样化，积极变行业鲜活存量为吉峰增量。创新性

建立核心干部的帮扶与使用机制，对于具有突出业绩、突出贡献的人才敢于破格使用，对长

时间业绩平庸或不积极作为的干部大胆调整。 

3、加强品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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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品类、多品牌全系列的品牌组合资源库；补齐全程机械化、全面机械化执行中缺

失的产品线，选“对”供应商品牌。实行品牌目录管理，建立品牌的引进要求与退出原则。 

4、充分利用上下游资源 

在与客户或下游代理经销商合作中，做好售后等服务及支持工作，从部分客户或代理经

销商收取定金及预付款；强采购管理及商务谈判，争取到上游部分厂家信用政策，并争取增

加银行承兑等结算支付方式，减少资金占用。 

5、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加强子公司内部管控，减少赊销，加大全款销售，在销售旺季前收取定金；对原有债权

加大回收力度，成立以业务、财务、审计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项小组，采取多种方式

进行款项回收。 

6、加强存货管理 

公司加强存货管理，积极处理呆滞存货，发挥连锁网络的优势，在系统内相互调剂，互

通有无。处理呆滞库存措施主要是部分呆滞机械进行修复后销售；部分库存产品折价让利，

代理经销商或网点以现金方式买断销售；通过营销策略，采用买新机具赠送以促销方式销售

部分呆滞产品销售；通过商务沟通，部分呆滞机械返厂换新货；通过商务谈判，用呆滞库存

产品抵上游农业机械生产制造业的货款；在营销环节，加强技术培训、现场演示活动、客户

体验和维修服务等推广力度，促进库存周转速度。 

二、连锁店区域分布情况 

（1）连锁店区域分布结构情况 

区域 直营连锁店分布情况（家） 与上年相比

增减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南方市场 154 132 114 -18 

北方市场 59 49 45 -4 

合计 213 181 159 -22 

报告期内，在基层直营店转型升级的同时，建立主流一线品牌专营店，对原有区域直营

店的业态进行调整，向直营服务店、直营品牌店转化，推动省级跨区域公司和片区公司的组

建和旗舰店建设、真正做到关、停、并、转，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直营店合计 159 家，比

上年减少 22 家。 

（2）公司直营连锁店与代理经销商网络结构占比 

项目类型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直营店 181 6.85% 159 5.69% 

代理经销店 2461 93.15% 2635 94.31% 

合计 2641 100% 2794 100% 

（3）单店盈利能力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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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所在区域类

型 

店面绩效指标 2017年度 2018年度 

南方市场 单店平均销售收入 1030.93 965.65 

单店平均净利润 -50.01 -66.93 

单店平均净利率 -4.85% -6.93% 

盈利（含持平）门店占比 46.21% 55.26% 

北方市场 单店平均销售收入 3543.89 4160.2 

单店平均净利润 60.02 243.84 

单店平均净利率 1.89% 5.86% 

盈利（含持平）门店占比 65.31% 68.89% 

全国市场（包括

南方与北方市

场） 

单店平均销售收入 1711.23 1869.77 

单店平均净利润 -18.33 21.02 

单店平均净利率 -1.07% 1.12% 

盈利（含持平）门店占比 51.38%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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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 
2,491,028,65

2.23 

59,084,868.7

8 
18.82% -7.47% 472.41% 2.41% 

载货汽车 
481,906,750.

94 
2,481,404.65 3.28% 18.91% 468.49%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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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营结果看，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72,935,403.17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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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为 2,488,395,571.0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5%；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利润为

61,566,273.4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07.24%；公司销售费用 267,503,960.18 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11.51%，管理费用 88,164,647.44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64%；财务费用 65,575,970.35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3.68%。利润总额 62,025,467.91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04.78%；净利

润 33,064,010.5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9.67%；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1,446,976.22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25.61%；应收账款 352,750,853.7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84%；存货

439,657,928.9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217,444,614.96 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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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

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及“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核算内容发生变化。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

述：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外支出”行项目核算内

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主要落实《〈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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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益范围内转移“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时增设项目的要

求：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

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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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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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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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成都吉众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18-7-12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701,292.12 

德阳聚农农机

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18-7-13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289,650.53 

韶关吉峰农机

汽车有限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18-2-27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722,684.05 

云南吉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2.00 85.00 出售 2018-6-1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941,679.74 

巴中吉峰车辆

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注1 

2,213,575.9

5 

65.00 出售 2018-9-28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178,466.20 

江西吉峰车辆 1.00 100.00 出售 2018-1-18 子公司股东会 1,517,4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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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乐山吉峰车辆

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注2 

3,024,730.0

6 

96.00 出售 2018-12-2

8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138,092.30 

德宏聚力农机

有限公司 

3,886,000.0

0 

67.00 出售 2018-10-2

4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 

-886,229.68 

资阳吉峰农机

有限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18-7-25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813,994.23 

邵阳吉峰农机

有限公司 

3,045,000.0

0 

58.00 出售 2018-7-31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180,475.64 

兰州聚力农机

销售有限公司 

3,833,447.9

2 

100.00 出售 2018-6-29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824,526.21 

武威吉峰农机

有限公司 

2,500,000.0

0 

100.00 出售 2018-9-14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392,049.59 

广东吉峰聚力

农机汽车有限

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18-11-5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4,250,952.67 

延吉吉峰金桥

农机有限公司 

1,000,000.0

0 

56.67 减资 2018-12-1

3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工商变更

资料 

148,422.14 

眉山德诚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0.00 100.00 出售 2018-6-28 子公司股东会

决议、股权转让

协议、工商变更

资料 

0.00 

合计 19,502,761.

93 

    7,504,146.52 

注 1：本年处置的巴中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包含其子公司巴中吉峰汽车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 

注 2：本年处置的乐山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包含其子公司乐山聚源汽车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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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其他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1）本年度新设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级

次 

表决权

比例% 

持股 

比例%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1 黑龙江金亿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3 100.00 51.00 - - 

2 慈溪吉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100.00 84.57 - - 

3 新疆吉康聚力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4 100.00 90.00 145,951.26 -454,048.74 

4 吉峰农机（成都）有限公司 4 100.00 90.00 96,450.02 96,450.02 

5 茂名吉峰合智农机有限公司 4 100.00 90.00   

6 肇庆市高要区瑞丰汽车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5 100.00 45.90   

7 河池亿保田农机有限公司 5 100.00 90.00   

注：持股比例在 50%以下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为该公司由本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投资

设立，直接和间接表决权比例都超过 51%，本集团间接控制故纳入合并范围。 

（2）本年度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级

次 

表决权

比例% 

持股 

比例% 

注销日 注销日净资

产 

1 柳州吉康农机有限公司 4 100.00 90.00 2018-09-20 - 

2 普洱吉峰农机有限公司 3 100.00 94.73 2018-11-23 1,034,069.3

8 

3 陕西吉峰农机有限公司 3 100.00 90.14 2018-09-25 - 

4 盐池县合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3 60.00 55.20 2018-08-09 1,831,382.7

2 

5 沈阳吉峰农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3 100.00 51.00 2018-11-22 872,949.54 

（3）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一浙江吉峰聚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出资 80 万元和 50 万元成立民

办非企业单位一杭州市萧山区聚力农机服务中心和杭州市萧山区智能农机技术培训中心，浙

江吉峰聚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对这两家非企业单位持股比例为 100%。根据章程，经费收益只

能用于规定范围和事业发展，盈余不得分红，故本集团未将杭州市萧山区聚力农机服务中心

和杭州市萧山区智能农机技术培训中心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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