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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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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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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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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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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74 ST保千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佳佳 

电话   0755-8672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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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stock@protrul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85,279,329.85 708,758,045.43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38,719,640.56 -5,047,252,112.6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840,034.96 -50,000,440.12   

营业收入 73,273,295.39 84,845,438.27 -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1,523,704.09 -222,179,78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9,169,625.20 -223,430,15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0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8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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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庄敏 境内

自然

人 

28.18 687,000,000 687,000,000 质押 677,613,907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厦门信托－汇金 1619号股

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6.15 150,002,924 150,002,924 冻结 150,002,924 

华融证券－平安银行－华

融股票宝 28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5.45 132,901,000 132,901,000 冻结 132,901,000 

陈海昌 境内 4.46 108,797,736 108,797,736 质押 108,000,000 



 

自然

人 

冻结 108,797,736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厦门信托－汇金 1615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4.10 100,000,000 100,000,000 冻结 100,000,000 

庄明 境内

自然

人 

1.74 42,499,116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红塔红土基金－浙商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65 40,150,814 0 无 0 

齐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齐鲁青辰 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2 27,199,434 27,199,434 无 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11 27,050,000 27,050,000 冻结 27,050,000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

融股票宝 2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11 27,042,000 27,042,000 冻结 27,04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①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②华融证券－平安银行－华融股票宝 2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股票宝 2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③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

汇金 1619号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实际控制人为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

－汇金 1615号集合资金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长江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9年 4月 2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

控制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公司目前不存在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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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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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852.55   800.9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04   -0.5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总额约 32.87 亿元，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债务逾期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努力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积极发展业务，逐步恢复公司的生产

经营。但资金紧张的情况短期内未能大幅改善，导致业务发展缓慢，盈利能力不足，且公司债务

利息致使营运成本高企，因此报告期内未能实现盈利。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327.3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152.37万元。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公司总

资产为 68,527.9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23,871.9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1）维持核心业务生产能力，逐步恢复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虽依旧面临资金紧张、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努力拓展业

务，维持核心业务的生产能力，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具有竞争实力的汽车电子业务，逐步恢复正



 

常生产经营。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汽车夜视及疲劳驾驶领域，在该领域积累了多年的研发实力和产品开发

优势，具备完整的汽车夜视产品生产线，能进行汽车前后装夜视产品的生产。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从事汽车电子业务的生产与销售。 

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积极推进子公司北京智尊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尊

保”）、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龙汽车”）的业务发展： 

北京智尊保主营业务为无人驾驶，拥有无人驾驶系统设计、车辆底层线控数字化、无人驾驶

传感器套件、中央控制盒等零部件输出及导航定位系统应用等核心技术。目前主要从事园区无人

驾驶车辆、无人驾驶教学套件、无人驾驶整车方案和智能驾驶车辆线控底盘等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延龙汽车主营业务集中在传统改装车及新能源汽车生产业务，具备自主生产能力。报告期内，

延龙汽车主要从事新能源改装车、专用车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发展主业，实现营业收入 7,327.33万元。 

（2）补充调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 201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结论，针对性地对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进行

整改，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内部控制运行机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营运效率，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调整组织架构，精简人员。为防范

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融资、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管理失控的风险，公司对相关制度查漏补缺，

调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公司各项业务按照内控制度的要求严格执行审核批准流程。 

（3）积极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 

1）报告期内，为保护公司合法权益，增加资金回笼，公司采取商务谈判、诉讼等方式追偿应

收款项。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78 号认定的事实与责令改正的

要求，公司于 2017年 9 月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海昌、庄明、蒋俊

杰等四名股东因重大资产重组虚增估值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目前公司于 2019年 6月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 03 民初 238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上述股东赔偿公司损失 27,338.99 万元。公司

尚未知上述股东是否上诉，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目前公司将继续推进其他诉讼维权工作，努力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尽力挽回公司损失。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的要求，公司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新金融准则但尚未执行新收入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拆分原有项目及新增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3）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 

（2）利润表调整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

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

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公

司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调整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 0.00 -- 0.00 

应收账款 -- 5,235,586.52 -- 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35,586.52 -- 0.00 -- 



 

应付票据 -- 500,000.00 -- -- 

应付账款 -- 736,096,974.51 -- 376,954,202.5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36,596,974.51 -- 376,954,202.50 -- 

上述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当

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