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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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邢如飞 工作原因 刘同富 

董事 杨波 工作原因 东风 

董事 叶正华 工作原因 东风 

董事 刘宏 工作原因 刘鹏程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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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7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1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92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5.34亿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4.33亿元。根据《公司章

程》中利润分配政策规定，因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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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 600609 ST金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晓军 孙学龙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8号 

电话 024-24815610 024-24803399 

电子信箱 stock@syjbauto.com.cn stock@syjbaut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设计、生产和销售汽车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内饰件、座椅、橡

胶件等。2017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剥离了亏损的轻卡业务，本报告期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包含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2017 年 1-11 月）轻型卡车的生产和销售。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为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四个环节。 

在采购环节，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均已建立了完善的原材料采购体系，包括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日

常采购控制以及供应商的监督考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并予以

实施。零部件企业的部分采购按照主机厂的要求采取定点采购的方式，以保证原材料的质量、稳

定性和交货期限。 

在生产环节，汽车零部件企业根据主机厂的订单，编制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检验交付产品，其

中部分非核心零部件外包给二级、三级零部件供应商。整车厂工艺流程主要分为冲压、装焊、涂

装和总装。公司采用精益生产管理方式，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产品检验、设

备运行的可追溯性控制。 

在销售环节，零部件企业主要通过招投标、商务洽谈等方式获取订单，由于大部分汽车零部件需

要前期与主机厂共同开发设计，实验检验，然后才能进行批量生产，所以零部件企业的销售合同

大部分都要直接洽谈。在批量生产出汽车零部件后，直接向主机厂供货出售或者向零部件一级供

应商供货。整车业务主要通过全国销售网络实现终端销售。 

在售后服务环节，零部件企业主要针对主机厂的反馈，给予及时解决问题，日常管理采用盯住产

品的一次合格率和 PPM（百万产品不良率）指标的方式提高售后服务质量。整车厂的售后服务主

要通过特约维修站来实现。 

（三）2017 年行业发展状况简述 

2017 年我国汽车整车产销量分别为 2,901.5 万辆和 2887.9 万辆，同比增长 3.19%和 3.04%，其中乘

用车整车销量 2,490 万辆，同比增长 2.5%。汽车整车市场的平稳发展为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几年我国汽车整车市场会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保持稳定发展，

汽车零部件市场也将随之保持稳定向好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汽车市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

变革，汽车产业正朝着“智能化、环保化、网联化、电动化”的方向发展，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企

业在此次转型升级中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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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5,949,236,658.36 11,370,173,798.28 -47.68 10,042,198,880.71 

营业收入 5,770,545,975.85 4,801,502,285.07 20.18 4,638,124,331.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0,712,951.71 -208,415,182.24 不适用 35,746,759.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7,038,863.48 -424,768,597.50 不适用 -65,851,174.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4,250,168.12 72,280,648.09 279.42 262,936,777.0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0,983,269.52 480,233,229.09 10.57 -492,424,684.9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2 -0.191 148.26 0.0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2 -0.191 148.26 0.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87 -124.51 增加138.38个

百分点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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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51,380.48 1,330,904,651.08 1,610,183,261.25 1,580,806,68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418,554.67 -283,705,601.55 -163,664,345.79 601,501,45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1,473,633.25 -293,422,510.49 -168,650,835.73 -53,491,88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04,748.55 -700,063,539.72 350,897,617.62 873,344,4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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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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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266,424,742 24.38   无   国家 

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

公司   

 97,983,033 8.97  无  国有

法人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84,040,174 7.69  无  国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      

 39,609,569 3.63  无  未知 

周晓宇  15,989,324 1.46  无  未知 

深圳市天策创业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4,172,702 14,172,702 1.30  无  未知 

金鑫 13,178,293 13,178,293 1.21  无  未知 

彭璐 2,439,500 11,005,610 1.01  无  未知 

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

司-国海良时中成一号

资产管理计划 

8,731,800 8,731,800 0.80  无  未知 

朱家英 8,093,488 8,093,488 0.74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股东为控股股东。

（2）公司第一、二、三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且第一、三股

东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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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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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金杯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

开 发 行

17金杯 01 145328.SH 2017.1.23 2020.1.24 5 6.50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上海证券

交易所 



2017 年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金杯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

开 发 行

2017 年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 

17金杯 02 145369.SH 2017.2.24 2020.2.25 10 5.75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7金杯 01已于 2018年 1月 23日完成付息工作； 

17金杯 02已于 2018年 2月 24日完成付息工作。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7 金杯 01、17 金杯 02 债券债项评级为 AAA。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综合评定，债券的

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该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

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该级别反映了

发行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5.41 94.13 -9.2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8 0.04 418.41 

利息保障倍数 2.40 1.29 85.5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9.49亿元，比年初下降 47.68%，主要是由于剥离金杯车辆公司股权所

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亿元，比年初增长 279.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0.25元；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 94.13%下降到年末的 85.42%。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71 亿元，同比增长 20.18%；实现利润总额 4.50 亿元，同比增长

500.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基本每股收益 0.09元。其中，



零部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7.87 亿元，同比增长 39.54%，销售汽车座椅 33.5 万台套，同比增长

33.36%，销售汽车内饰 35.8 万台套，同比增长 17.5%。整车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67 亿元，同比

下降 55.19%。 

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31亿元，同比增长 10.63%。 

以上数据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 11月 29日公司完成了金杯车辆公司的股权变更，金杯车辆只合

并 1-11月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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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月 28日起实施。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实施。 

财政部 2017年 12月 2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在报告期采用了上述准则，并按照新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了 2017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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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实际出资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 少数股东权益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 54,000 汽车制造 54,000 100% 100% 是 - 

 金杯汽车物资总公司 沈阳 6,909 汽车物资 6,909 100% 100% 是 - 

 金杯产业开发总公司 沈阳 1,200 金属材料 1,972 100% 100% 是 - 

 沈阳金杯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 800 房产开发 800 100% 100% 是 - 



 沈阳金晨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 10,000 实业投资 10,680 100% 100% 是 - 

 沈阳金杯车辆有限公司 沈阳 2,400 厢式货车 2,160 100% 100% 是 - 

 辽宁汽车机电经贸有限公司 沈阳 400 汽车配件 400 100% 100% 是 - 

 沈阳轮胎橡胶供销公司 沈阳 400 轮胎橡胶 400 100% 100% 是 - 

 铁岭金杯亚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铁岭 100 汽车、配件 100 100% 100% 是 - 

 沈阳金杯汽车物资贸易公司 沈阳 95 汽车、配件 95 100% 100% 是 - 

 沈阳金杯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 500 汽配制造 500 100% 100% 是 - 

 沈阳金杯汽车部件工业园有限公司 沈阳 5,000 物业管理 5,000 100% 100% 是 - 

 沈阳金玺车身部件有限公司 沈阳 5,000 汽车部件 - 100% 100% 是 - 

 华晨汽车金杯(西咸新区)产业园有限公司 西安 5,000 工业地产 5,000 100% 100% 是 -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铁岭 7,404 汽配产销 21,616 95% 95% 是 5,155,802.52 

 香港启发有限公司 香港 
5,355 万港币 

投资 1,010 万美元 60% 60% 是 - 

 金杯罗斯有限公司 俄罗斯 2.5亿卢布 汽车制造 1,010 万美元 60% 60% 是 - 

 上海敏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上海 300 万美元 汽配产销 8,142 51% 51% 是 49,102,523.8

0 

 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 4,081 专用车 5,121 51% 51% 是 19,547,405.25 

 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沈阳 807 万美元 汽配产销 3,279 50% 50% 是 451,018,357.73 

 沈阳金杯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沈阳 2000 万美元 汽配产销 3.334 50% 50% 是 66,428,401.21 

 锦州华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锦州 612.24 汽车销售 312.24 51% 51% 是 2,369,998.52 

本公司拥有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但该公司生产销售渠道受本公司控制且管理层

主要人员系本公司委派并接受考核，因此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公司拥有沈阳金杯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0%的股权，由于本公司在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占多数，且对该

公司的经营有实质性的控制，因此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