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188                           证券简称：*ST巴士                           公告编号：2019-003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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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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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巴士 股票代码 00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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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瀚 张晓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号 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号 

电话 0573-84252627 0573-84252627 

电子信箱 stock@busonline.com stock@bus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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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为微电声业务、传媒和互联网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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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20,034.77 590,679,551.42 -75.58% 657,686,78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0,856,107.24 -2,033,425,614.20 68.48% 93,600,73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496,352.73 -1,670,101,384.61 75.00% 86,098,00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32,770.46 -12,077,261.03 -771.33% -40,056,00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7 -6.83 68.23%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7 -6.83 68.23%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89% -185.92% -20.97% 4.58%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177,832,598.41 717,488,132.63 -75.21% 2,353,968,28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041,819.92 10,537,088.25 -6,079.28% 2,090,884,8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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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67,400.75 33,830,450.55 37,709,128.76 39,213,05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899,531.26 -63,928,741.83 -350,906,488.00 -143,121,34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77,563.71 -62,437,052.00 -49,297,958.50 -223,683,77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05,404.62 -63,654,980.32 15,390,273.80 -33,962,6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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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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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天纪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0% 60,013,002 0   

中麦控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0% 26,006,115 26,006,115 
质押 7,341,115 

冻结 26,006,115 

周旭辉 境内自然人 6.73% 19,890,777 19,890,777 
质押 19,890,777 

冻结 19,890,777 

太仓汇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11,366,158 11,366,158 质押 10,968,535 

江苏常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 10,438,736 0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大业信托·春笋 1号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41% 10,086,591 0   

葛伟 境内自然人 1.80% 5,327,886 5,327,886   

武新明 境内自然人 1.80% 5,314,423 0   

高霞 境内自然人 1.64% 4,845,685 4,845,685 
质押 4,760,685 

冻结 4,845,685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5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上述股东中，股东高霞为中麦控股实际控制人王献蜀之配偶。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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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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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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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是公司极其艰难的一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献蜀未经公司行政审批流程，也未经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批准，私自以公司名义，以担保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为其及其控制的公司借款进行担保和变

相担保，导致公司从2018年初以来被多位债权人起诉，使上市公司背负巨额债务；大量债权人起诉上市公

司，冻结上市公司账户、房产和子公司股权，对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资金周转、企业信誉等造成毁灭性

打击；公司人才流失；因会计师事务所对子公司巴士科技的应收账款无法实施满意的外部审计程序，导致

公司2017年度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且随着负面影响持

续发酵，巴士科技传媒互联网业务大幅滑坡，资金极度紧张；再加子公司新嘉联依旧亏损，公司2018年度

合并报表大额亏损；同时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全体同仁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在间接控股股东中天集团的鼎力支持下，在经营管理层的坚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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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坚守岗位、勤勉尽责，积极应对各项诉讼，尽力维持公司日常经营，竭力化解退市风险，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 

1、积极应对诉讼 

面对众多的诉讼案件，上市公司沉着应对，加强法务工作力度，专门落实一名副总经理具体负责法务

工作；聘请专业律师，多方寻找有利于我方的证据材料，及时应诉，并利用管辖地异议、公章鉴定、增加

被诉方、债权人谈判等多种手段来维护公司利益。 

针对王献蜀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公司积极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追究，力求最大限度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2、维持公司正常运作 

上市公司因众多巨额诉讼，公司账户、房产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公司业务骤降，

员工人心涣散，相当部分员工离职。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管理层迎难而上，坚定信心，领导全

体员工，维持了公司的正常运转。目前，上市公司母公司基本正常履行各项管理职能；子公司新嘉联的生

产经营基本正常。 

3、积极配合证监会对我公司的现场工作检查和立案调查 

(1)2018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的通知》（浙证监公司字［2018］41号）。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公司的现场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公司已进行整改并进行了披露。 

(2)2018年4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2018117 号）,

其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证监会对公司的调查尚在进行

中，截至目前尚无结论。 

4、重大资产处置 

处置巴士科技100%股权，并妥善安置其员工。 

5、资金管理 

2018年上市公司仍然按照“以收定支”的资金支付原则，及时做好每月财务各项收支数据统计和计划，

关注资金的流量和存量情况，确保资金周转的稳定和安全。 

 (二)传媒-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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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巴士科技进行股权处置之前，公司一直极力挽救巴士科技的经营。公司采取了更换巴士科技经营

管理层、调整业务架构、鼓励分公司做业务、落实专门人员催收应收账款等手段加强业务和资金回流，并

对巴士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无奈巴士科技受王献蜀事件影响极深，业务骨干纷纷离职，业务量大幅下滑，

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经营无法得到根本改善。 

鉴于巴士科技未来经营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且预计无法在短期内改善，为消除巴士科技对公司经营带来

的风险，减少公司亏损，优化资产结构，公司与交易对方鲁敏就处置公司持有的巴士科技100%股权事宜签

署了《股权处置协议》。双方约定，自协议生效且标的股权可办理交割程序之日起，将按照协议规定由上

市公司将标的股权转让给鲁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止，公司将按照协议的约定将

标的股权托管给鲁敏。托管期间，公司按照5万元/年的价格向交易对方支付托管费，标的股权对应的资产

产生的盈利和亏损，公司不再享有及承担。目前，巴士科技已经移交受托人经营管理。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经公司201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2018年12月21日公司回复了深交所《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2018年12

月2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处置。 

公司处置巴士科持100%股权前，上市公司主营两大业务，即微电声业务、传媒和互联网相关业务。本

次处置后，上市公司不再对巴士科技拥有控制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单一微电声业务。因巴士科技股权

的处置，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将减少，而净利润将有所改善。 

(三)微电声业务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新嘉联根据“调整客户结构、优化订单质量”的指导思想，运营部门完成了台湾

办笔电项目、VESTEL TV项目的收尾工作及巴西无绳客户INTELBRAS的产品单价上调工作。 

根据“精兵简政、科学减员”的指导方针，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 

充分利用供应商资源，2018年完成了振膜成型、引线加工、注塑材料等新供应商样品的导入工作，并

通过设备、材料一起转让给供应商的方式将内部部分生产环节移出（弹簧加工、模切加工、振膜加工），

与供应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到管理成本及采购成本同时下降的目的。 

继续推动围绕“三率一提高”的工艺技术微创新工作，为有效控制资金流出，本年度暂停大预算的技

术改造，取而代之以局部微创新，实现局部的机器换人，进一步提高三率。 

由于母公司的巨额债务诉讼，新嘉联的股权被相关债权人冻结。在极端情况下，新嘉联的股权有可能

出现非正常转移，因此新嘉联主要客户极为担忧。为防止出现供应商断供问题及无法正常履约交货的风险，

在主要客户的强烈要求和大力协助下，新嘉联从2018年10月份开始实施“反代工”计划，将主要零部件的

供应链采购及主要客户的成品交付转至第三方完成。截止2018年12月份，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反代工”

计划已实施完成，为后续国内国际客户账期内的按期收款工作奠定了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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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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器销售 73,984,949.64 1,918,254.58 2.59% -8.01% -18.17% -0.32% 

受话器销售 50,866,311.32 7,657,969.56 15.06% 2.59% 9.13%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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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46,459,516.65元，同比下降75.58％，主要系原子公司巴士科技营业

收入大幅减少所致。 

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198,493,243.47元，同比下降47.37％，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营

业成本随之减少所致。 

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1,392,567,471.61元，同比增长68.48%，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的资产

减值及预计负债远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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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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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未严格按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确认营业收入，对2017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业绩的准确性产生了影响。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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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39号，

公司已按要求对相关定期报告进行了更正并于2018年7月4日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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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他事项丧失子公司控制权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动 

根据本公司与自然人鲁敏于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关于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处置的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处置协议》），并经2018年12月24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巴士

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科技公司）100%股权以评估后净资产作价计1.00元转让给自然人鲁敏。

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止，公司将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标的股权托管给鲁

敏，托管期间内，巴士在线公司所持有巴士科技公司股权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董事提名权

等均托管给鲁敏行使，且巴士在线公司不得自行行使上述权利。另外，托管期间巴士科技公司产生的盈利

和亏损，巴士在线公司均不享有及承担。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巴士在线公司已不具备对巴士科技公司的控

制，也不享有可变回报，故应从托管生效之日起不再将巴士科技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因《股权处置协议》于2018年12月24日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即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

股权已托管给鲁敏，根据重要性原则，确定不纳入合并范围的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 

截止本期末，公司尚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及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期末以0.00元与丧失控制权日应享有

巴士科技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87,660,536.66元之间的差额87,660,536.66 元，计

入投资收益。 

2、其他原因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动  

(1)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 

根据巴士在线公司当前经营战略和后续经营计划，为优化业务结构、减少公司亏损，巴士在线公司2017

年4月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通过恩杰尔公司(NJL COUSTICS A/S)注销。该公司已于2018年7月5

日清算完毕，并于2018年9月3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时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 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 1-3月净利润（万元） -5,500 至 -2,5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289.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9 年第一季度原子公司巴士科技因股权处置，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预计亏损额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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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   鑫 

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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