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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2019-20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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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 董事 

认为智临电气 2018 年净利润与 2017 年相比大幅减少，业务缺乏核心竞争力，当前经营状况未见明

显好转，且诉讼较多。年报对智临电气未来自由现金流量预测过于乐观，计提商誉减值明显偏少。

根据智临电气与上市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当智临电气未完成承诺净利润的 90%时，应

当向上市公司支付相应利润补偿款。年报计提智临电气商誉减值明显偏少，致使智临电气利润及资

产规模虚增，为智临电气免除了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的违约责任，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考虑到智临电气当前的经营情况，为保护上市公司重大投资利益，我们建议对智临

电气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进行客观评估，重新测算应当计提的商誉减值，以确保上

市公司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反映智临电气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违约状况，

从而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胡智奇 副董事长 

声明 

胡明、胡智奇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认为对智临电气计提商誉减值偏少，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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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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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车城 股票代码 0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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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辉 潘茜 

办公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嘉南路三段 1 号盛世

天城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嘉南路三段 1 号盛世

天城 

传真 0817-6170777 0817－6170777 

电话 0817-6170888 0817－6170888 

电子信箱 scjymy@vip.sina.com scjymy@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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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新能源电气设备及配件研发、设计、制造、销售；高压电极锅炉集成和销售，物业经

营管理等。新能源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既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和“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也进行购销贸易，报告期新

能源装备领域营业收入4.15亿元，占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84.45%。高压电极锅炉业务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设计定制化

的高压电极锅炉解决方案，进行集成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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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244,712.92 299,176,964.83 64.20% 72,988,25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39,657.13 16,841,438.37 -51.67% -61,639,13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094,689.48 536,871.78 -36,811.69% -60,481,29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918,083.58 -42,613,586.90 -329.78% -10,278,73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9% 24.12% -14.23% -70.9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316,028,790.82 1,297,315,616.37 1.44% 525,602,8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395,697.50 78,256,040.37 10.40% 61,414,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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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77,900.40 135,539,292.67 8,995,324.43 289,632,19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95,333.68 6,340,390.71 -9,912,822.71 16,607,4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23,383.54 6,320,044.33 -9,946,078.60 -189,145,27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90,723.59 -711,348.35 13,213,096.90 109,607,0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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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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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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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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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1% 30,026,000  
质押 30,026,000 

冻结 30,026,000 

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4% 15,508,455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瑞东梧桐一号投资基金 
其他 7.10% 9,063,615    

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8% 7,762,854    

北清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 3,760,200    

天津富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3,716,400    

天津富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3,713,800    

天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3,680,746    

北京柘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2,680,000    

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北信瑞

丰瑞东麒麟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2% 2,199,5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清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天津富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富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天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瑞东梧桐

一号投资基金与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北信瑞丰瑞东麒麟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已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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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在年初制订的“逐渐调整公司产业布局，向新能源设备等高端制造领域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将新能

源装备的投资、服务和运维领域作为公司业务转型的主要方向。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领域业务，在业务转型的

同时保证了公司业绩的相对稳定。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9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13.9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51.67%。 

     其中，新能源电气设备业务方面，2018年上半年受531光伏政策影响，全行业进入下行通道，公司控股子公司智临电气

业务受冲击较大。鉴于公司长期亏损，资金、信用等均较薄弱的情形，公司现阶段的新能源装备业务主要涵盖购销、集成、

智能运维这三个环节。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业务起步，将集中采购平台职能转至公司，并在人才与技术方面给予支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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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新能源设备集成与智能运维实力，全面培育公司在新能源装备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盈利能力。2018年度，公

司在原有光伏电气设备基础上拓展了风机的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新能源装备领域营业收入4.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6.88%，占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84.45%。  

     高压电极锅炉供热设备业务方面，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在深入挖掘现有营销网络潜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股东产业

优势，报告期内共计销售高压电极锅炉7台，实现营业收入4978.95万元。 

     丝绸、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汽车销售这几项传统业务公司主动逐步收缩，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087.64万元，较去年

同期降低76.73%。其中，丝绸业务公司自去年收尾后已全部退出，全年营业收入为0万元；汽车销售业务下半年也已退出，

全年营业收入为5.21万元；房地产销售业务全年营业收入为351.58万元，物业管理及经营业务全年营业收入为1730.84万元。 

     除上述业务外，公司积极扩展新业务。公司与天津云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设立的西藏北控智能云科技有

限公司开展能源大数据、能源物联网业务，主要致力于新能源装备智能化改造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监控及运维服务。2018

年因北控智能云成立时间较短，报告期内实现电力运维业务收入5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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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电气设备 278,046,599.14 49,282,623.52 17.72% 166.00% 103.70% -5.42% 

高压电极锅炉供

热设备 
49,789,456.22 20,135,618.05 40.44% -51.51% -57.81% -6.04% 

风机销售 136,801,724.10 17,198,275.86 12.57% 100.00% 100.00%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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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母公司实现新能源业务收入为25,846万元，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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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可比期初数，进行重新列报。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序号 
原列报项目及金额 现列报项目及金额 

原列报报项目 原列报金额 现列报项目 现列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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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收票据 83,295,7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5,952,780.47 
应收账款 212,657,080.47 

2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2,610,419.5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2,610,419.50 

3 
固定资产 67,274,444.91 

固定资产 67,274,444.91 
固定资产清理  

4 
在建工程 23,747,269.94 

在建工程 24,144,237.30 
工程物资 396,967.36 

5 
应付票据 21,789,8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4,574,813.24 
应付账款 202,785,013.24 

6 

应付利息 7,739,899.27 

其他应付款 399,296,222.99 应付股利 1,201,116.32 

其他应付款 390,355,207.40 

7 管理费用 23,089,611.55 
管理费用 20,629,484.33 

研发费用 2,460,1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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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增加两家，其中:本年度公司新设子公司西藏北控公司，金宇车城持股比

例55%，本年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智临电气收购左权迪盛公司36.63%的股权，对左权迪盛具有控制权，本年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2018年成立西藏北控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目前无实际出资也无经营，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匡志伟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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