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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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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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海凤凰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80,170.9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107,344.62 元，结转后 2018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696,390.04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8年度不实施对股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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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凤凰 600679 金山开发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凤凰B股 900916 金山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峰 朱鹏程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6座5楼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6座4楼 

电话 021-32795656 021-32795679 

电子信箱 lf@phoenix.com.cn zpc@phoenix.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自行车、助动车、两轮摩托车、童车、健身器材、自行车工业设备及

模具，与上述产品有关的配套产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市和绿化建设，旧区改造，商业开发，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物业、仓储、物流经营管理。” 

公司主营凤凰自行车整车业务具有完善的品牌管理、生产研发和产品销售体系，生产销售的凤凰

牌自行车系列产品，不仅远销欧美拉非等国际市场，更是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畅销产品。2015 年

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通过购入自行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华久辐条，推动公司的自行车业务



从整车向上游零部件延伸，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自行车业务的经营规模和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情况 

2018 年，自行车行业形势严峻复杂，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在行业规模方面。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2018 年中国自行车总产量 7320.1 万辆，同比下降

17.1%；电动自行车总产量 3277.6 万辆，同比增长 5.8%。2018 年中国自行车出口 5927.2 万辆，同

比增长 5.1%；出口额为 3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出口平均单价为 54.9 美元，同比下降 0.5%。

零部件出口额为 2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电动自行车出口 187.7 万辆，同比增长 10.4%；出

口额 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 

在行业效益方面。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2018 年 1-11 月，规模以上自行车企业累计主营业

务收入 438.1 亿元，同比下降 14.9%；实现利润 11.2 亿元，同比下降 24.4%。规模以上电动自行车

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593.8 亿元，同比增长 4.7%；实现利润 23.7 亿元，同比下降 5.3%。 

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2018 年下半年自行车业务的产销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有所回升，而电动自

行车业务的产销规模和盈利能力却略有下降，行业主要受到了共享单车产量下降、电动自行车新

国标和 3C 认证实施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和欧盟“双反”等因素的影响。 

共享单车方面：2016-2017 年迅速扩张的共享单车行业在 2018 年进入拐点，小型共享单车运营公

司纷纷倒闭，现存的共享单车品牌已屈指可数。作为共享单车主要生产供给方的自行车整车和零

部件企业，因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拖欠货款，应收账款过高，而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和欧盟“双反”方面：2018 年 8 月，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电动自

行车和电动车电机征收高达 25%的关税。9 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关税，征税产品清单中涉及自行车 6 个税目、自行车零部件 18 个税目。而与此同时，继中国自行

车产品之后，欧盟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产品相继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根据欧委会终

裁披露，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将被征收 79.3%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给中国自行车特别是电动

自行车的出口带来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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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768,313,417.49 1,899,202,158.03 -6.89 1,757,514,355.23 

营业收入 761,521,415.91 1,428,081,358.55 -46.68 630,134,222.9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180,170.98 76,824,140.01 -73.73 52,886,068.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9,986.73 52,002,467.89 -101.35 39,573,342.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38,751,998.94 1,338,377,473.85 0.03 1,262,955,703.1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751,928.49 40,153,104.85 -164.13 32,031,721.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0 0.191 -73.82 0.13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0 0.191 -73.82 0.13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497 5.903 

减少4.41个百分

点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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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70,312.39 189,161,694.41 261,219,305.72 146,970,10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83,401.17 14,030,121.15 7,573,633.40 -6,506,98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50,813.68 10,663,547.62 3,884,077.31 -13,596,79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181,936.20 6,246,593.39 -43,001,723.63 36,185,1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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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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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414,000 117,354,739 29.18 0 无   

国有法

人 

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4,619,980 39,339,505 9.78 0 质押 39,339,50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翔宇 4,619,980 4,619,980 1.15 0 质押 4,619,980 
境内自

然人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0 3,009,500 0.75 0 未知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0 1,958,834 0.49 0 未知   未知 

NORGES BANK 0 1,385,039 0.34 0 未知   未知 

周晓建 0 1,380,255 0.34 0 未知   未知 

缪明华 -406,800 1,213,000 0.30 0 未知   未知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0 1,074,073 0.27 0 未知   未知 

Bank of Singapore 

Limited 
0 1,000,000 0.2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和王翔宇为一

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及前 10名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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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76,152.14万元，同比减少 46.68%；营业成本 62,200.92万元，

同比减少 48.93%；期间费用（包含研发费用）合计为 10,818.10万元，同比减少 14.19%；实现归

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018.02 万元，同比减少 73.73%；实现每股净收益 0.050元，同比减少 73.83%；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70万元，同比减少了 101.35%。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176,831.34万元，负债总额 36,068.08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133,875.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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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1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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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的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二）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三）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 

（四）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 

（五）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 

（七）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 

（八）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

理费用”项目。 

（九）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十）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十一）将公司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款放入“其他收益”项目。 

（十二）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企业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

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十三）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

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会计政策变更对上期数的影响如下： 

序号 报表项目 变更后 变更前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7,742,402.67  
 

应收票据 
 

5,934,459.00  

应收账款 
 

221,807,943.67  

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0,664,783.90  
 

应付票据 
 

15,500,000.00  

应付账款 
 

165,164,783.90  

3 

其他应付款 140,341,783.10  139,427,917.54  

应付利息 
 

681,465.56  

应付股利 
 

232,400.00  

4 管理费用 77,788,003.00  82,279,261.58  

5 研发费用 4,491,258.58  
 

6 其他收益 1,366,614.63  
 

7 营业外收入 1,251,119.53  2,617,7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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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上海凤凰大酒店、上海凤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邵瑞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江苏久昇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凤凰电动车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凤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日本凤凰株式会社、江苏凤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康置

业有限公司、上海金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和宇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和叶实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