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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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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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拟不现金分红，不送股，也不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上述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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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达投资 600805 江苏悦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俊兰 王浩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2号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

路2号 

电话 0515-80983060 0515-88202867 

电子信箱 yd600805@126.com yd600805@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为综合类公司，主营业务有三大板块，汽车相关、智能制造和其他业务等。相关业务、

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如下：  

一、汽车相关业务。 

汽车整车（乘用车）制造：公司参股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是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本公司、韩国起亚自动车株式会社按 25%:25%:50%的股份结构共同组建的中外合资乘用车制

造企业。汽车合资公司总部位于盐城。盐城总部拥有两个工厂，总产能规模为年产乘用车 89 万辆；

垃圾专用车制造：悦达专用车公司主产品压缩式垃圾车为引进日本先进技术，主要产品有：后压

缩式垃圾车、多功能洗扫车、隔离护栏清洗车、高压清洗车、餐厨式垃圾车、侧装式垃圾车、电



动环卫车、动物运输车、冷藏车、邮政车等。主导产品后压缩式垃圾车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多功能扫洗车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整车销售业务：悦达智行公司在全国布局汽车销售与服务

网络，升级传统 4S 店服务，逐步构建智慧出行平台，探索新零售落地模式；汽车金融业务：参股

的悦达融资租赁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金融业务，服务 DYK 公司。 

二、智能制造业务。 

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农业装备、拖拉机、农业机械及其配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生产 16～260 马力段四轮拖拉机；威马悦达公司主要从事旧机床升级及再制造，适用于汽车动力

总成加工制造的高档数控加工中心研发试制、汽车制造企业的生产线再制造业务设计及工艺规划、

中国市场上汽车零部件制造高端业务的项目承接、威马原中国市场以及合营公司业务的售后服务；

悦达纺织集团主要从事纺纱、家纺两大业务。现有产能纱线 26000 吨/年，家纺坯布 2000 万米/

年，家纺制品 1000 万套/年。 

三、其他业务。 

公路收费：公司分别控参股三个公路收费公司，其中控股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徐州

通达公路有限公司，参股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车辆通行费征收；火电业务：

公司参股的江苏国华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现有 2 台 66 万千瓦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属大容

量、高参数发电机组；上海烯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49%。上海烯望公司致力于石墨

烯应用研究，目前主要方向为石墨烯导电银浆和石墨烯在纺织面料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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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600,283,653.48 11,001,582,198.15 10,692,223,039.06 -3.65 9,872,648,360.29 9,662,931,885.37 

营业收入 2,581,812,920.98 2,551,164,976.18 2,085,400,661.89 1.20 1,683,341,388.52 1,525,182,25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729,975.02 80,553,637.49 81,268,940.39 32.50 -274,253,430.00 -281,245,84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300,243.92 -47,679,818.99 -46,964,516.09 不适用  -389,881,402.32 -396,873,8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11,441,218.38 6,078,546,179.25 6,051,628,328.23 2.19 6,142,741,787.66 6,091,562,05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195,799.90 196,959,935.92 192,500,892.29 不适用  -109,617,642.88 -134,045,75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0.096 32.50 -0.32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0.096 32.50 -0.32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19 1.33 增加

0.53个

百分点 

-4.43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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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652,441.47 622,723,068.14 615,817,359.36 666,620,05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244,887.20 175,774,405.21 -109,928,685.05 13,639,36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937,060.00 -143,030,165.02 -110,003,673.84 -58,203,46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236,063.39 52,730,754.95 -55,065,878.66 106,571,1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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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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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272,246,562 32.00 0 质押 136,500,00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33,765,700 3.97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9,175,307 2.25 0 无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无   未知 

肖文霞   7,634,938 0.9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尚飞   5,390,000 0.6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李奕鸿   4,898,062 0.58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潘太军   2,628,288 0.3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尚胜利   2,500,100 0.2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俞阳   2,321,800 0.2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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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按合并报表口径，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23.19 万元，每股收

益 0.12元，同比增长 31.88%；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62.11亿元，

同比增加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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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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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江苏悦达骏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枣庄悦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广州市悦达汇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滕州悦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绍兴悦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成都悦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名称 取得方式 

海南悦达创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盐城悦沪智慧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江苏悦达长久物流有限公司 设立 

四川悦达创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 

重庆发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投资 

四川尊享智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 

云南创启滇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江苏悦达卡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江苏悦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上海悦达墨特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江苏悦达服饰有限公司 注销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之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合并范围的变化情

况详见“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