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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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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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1)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保千里主要经营主体的主营业务已基本停滞，大部分银行账户以及重要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

股权等已被冻结，绝大部分银行借款、公司债券、供应商货款已逾期，员工大量离职并拖欠工资，

持续发生巨额亏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均持续为负数，

财务状况已严重恶化，2018年 6月债权人以保千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对保千里进行重整。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保千里尚未收到深圳中院对申请重整事项的裁定书，并且 2019 年内保千里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

进入重整程序后重整能否成功，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上情况表明，保千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审华无法判断保千里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

适当。 

(2)因上年度内控失效的持续影响，本年度内控继续失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保千里前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庄敏主导的对外投资、付款、违规对外担保等事项，凌驾于

内部控制之上，致使公司产生重大损失，生产经营停滞，大量员工离职，部分关键岗位缺位，内

控不能有效执行，控制环境恶化，公司内部控制失效。虽然上述事项均发生在 2018 年度以前，但

其产生的影响重大、广泛、长期、持续，在本年内并未消除，本年度内控继续失效。由于内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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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失效的影响，我们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保千里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无法确定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可能的影响 

由于前实际控制人、前董事长庄敏失联，保千里没有能够提供完整的关联方清单，而且保千

里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均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

保千里的全部关联方，我们无法确定保千里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关联资金往来的相关信息是否得

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露，以及这些交易、资金往来可能对保千里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重

大影响。 

(4)无法判断重大或有事项的影响 

保千里 2018 年度以前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了庄敏等（以下简称重组方）所持有

的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定了业绩对赌协议，由于重组方业绩对赌失败，应将

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取得的保千里股份 135,997.17 万股，向保千里全部进行补偿，由保千

里以 1 元回购。由于重组方的股份均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强制划转，保千里虽在诉讼，但结果无

法预计。 

保千里 2018 年度以前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过程中，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提供了虚假协

议导致资产评估值虚增从而多取得的 12,895.75 万股保千里股票，应予无偿注销（或补偿与之等值

的货币）。由于庄敏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均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强制划转，保千里公司虽在诉讼，

但结果无法预计。 

2018 年度以前违规对外担保责任尚未解除，保千里对此已预计了部分损失，2018 年度以前信

息披露违规而面临的股东诉讼索赔，保千里对此已预计了部分负债。保千里对此虽均在诉讼，但

结果无法预计。 

以上事项，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保千里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

整的金额。 

(5)无法预计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影响 

保千里和庄敏于 2017 年 12 月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违法，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保千里和庄敏进行立案调查。 

中国证监会的上述调查，尚无结果，因此我们无法预计调查结果对保千里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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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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6.89 亿元，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

配利润-107.15亿元。因此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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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保千 600074 ST保千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佳佳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国际大厦16层 

电话   0755-86726424 

电子信箱   stock@protrul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以精密光机电成像+仿生智能算法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研发出一系列以高端视频和图像的

采集、分析、显示、传输、处理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硬件产品，并延伸发展出人工智能领域、VR 领

域、智能商用显示领域、特种视像领域、智能驾驶领域业务。 

由于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受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件的影

响，公司资金缺乏,被迫收缩业务。为保障公司持续运营，目前公司将主要资金及精力用于运营仍

具有竞争实力的智能驾驶产品业务。 

公司为具有 ISO16949 认证的汽车智能驾驶系统生产研发企业。2018 年公司通过向汽车整车

厂、汽车销售公司等渠道销售前装、后装夜视及汽车主动安全系统产品。除了汽车智能驾驶系统

外，公司在报告期内陆续与汽车销售公司、汽车整车厂供应商达成合作协议，签订汽车电子加工

订单。 

随着政策进一步开放、各大传统车企及科技企业的加大资本投入力度，智能驾驶产业将进一

步扩大发展，智能驾驶相关的产品需求正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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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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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708,758,045.43 2,013,832,684.46 -64.81 9,442,161,330.03 

营业收入 146,448,045.62 2,845,811,907.70 -94.85 4,114,202,062.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89,094,458.97 -7,732,090,801.36   799,484,894.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33,173,746.58 -7,761,334,404.50   795,240,668.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47,252,112.67 -3,359,043,131.87   4,374,924,404.6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675,648.25 -812,505,595.31   -336,349,647.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9 -3.17   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9 -3.17   0.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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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41,441.42 38,003,996.85 30,717,336.73 30,885,27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6,563,504.01 -105,616,284.86 -144,459,089.03 -1,322,455,58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16,991,640.86 -106,438,513.57 -145,510,190.57 -1,164,233,40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183,575.17 -8,816,864.95 -1,031,580.10 -29,643,628.03 

季度数据与已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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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3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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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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庄敏 -100,000,000 754,866,093 30.96 754,866,093 
质押 745,480,000 境内自

然人 冻结 754,866,093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厦门信

托－汇金 1619 号

股权收益权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50,002,924 150,002,924 6.15 150,002,924 冻结 150,002,924 其他 

华融证券－平安

银行－华融股票

宝 28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32,901,000 132,901,000 5.45 132,901,000 冻结 132,901,000 其他 

陈海昌 0 108,797,736 4.46 108,797,736 
质押 108,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冻结 108,797,736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厦门信

托－汇金 1615 号

集合资金信托 

100,000,000 100,000,000 4.10 100,000,000 冻结 100,000,000 其他 

庄明 0 42,499,116 1.74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境内自

然人 

红塔红土基金－

浙商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0 40,150,814 1.65 0 无  其他 

齐鲁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齐鲁

青辰 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7,199,434 27,199,434 1.12 27,199,434 无  其他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7,050,000 27,050,000 1.11 27,050,000 冻结 27,050,000 

国有法

人 

华融证券－招商

证券－华融股票

宝 2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7,042,000 27,042,000 1.11 27,042,000 冻结 27,042,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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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①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②华融证券

－平安银行－华融股票宝 2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招商证

券－华融股票宝 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个

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③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1619号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实际控制

人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汇

金 1615号集合资金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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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后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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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近日收到周培钦《关于不再具备保千里实际控制地位的说明》，根据周培钦的说明，其

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虽仍为第一大股东，但由于目前系列司法强制划转导致公司的股权结

构已经比较分散，周培钦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 18.11%在公司股东大会中已经不能够起到决

定性作用。因此，周培钦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未来亦不排除庄敏因其股权质押纠纷问题导致更多的股份被司法强制划转，周培钦认为

其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股份数 441,605,419 股（占总股本 18.11%）存在继续减少的可能性。 

周培钦从对股东大会决议的影响程度、董事会组成及经营管理决策决定方面确认无法对公司

形成实际控制，同时在《表决权委托协议》有效期及存续期内，周培钦此后不再谋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地位。 

鉴于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 30%的股东；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选任的股东；公司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公司不存在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

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或其他实体。 

综上，公司认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现有股东的持股情况、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情

况，以及经营管理、内部管理和重大决策的决定情况，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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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后事项：详见本报告摘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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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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保千里视

像科技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6 千

里 01 

145206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12 6.0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固 定

收 益 平

台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第一次付息日为 2017年 11月 30日、第二次付息日为 2018

年 11月 30日，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情况未能改善，均未能按时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利息，累计 1.44

亿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C，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C。 

2、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C，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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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00.92 257.85 543.0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6 -1.70   

利息保障倍数 -3.99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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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4,644.80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亏损约 153,317.37 万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约 70,875.80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504,725.21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由于公司 2017、2018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为负值，且 2017、2018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审计机构连续两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14.1.1

条中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公司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

公司股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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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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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要求境内上市的企

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1）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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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754,271.90    

应收账款 533,640,208.51  88,128,850.00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535,394,480.41  88,128,850.00 

应付票据 669,116,952.55  330,000,000.00  

应付账款 292,996,803.14  43,167,650.00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962,113,755.69  373,167,650.00 

应付利息 108,394,403.83  85,240,691.22  

其他应付款 348,425,416.45 456,819,820.28 2,083,806,585.16 2,169,047,276.38 

2）2017 年度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716,799,815.09 349,468,845.50  348,894,990.19 215,411,406.35 

研发费用  367,330,969.59   133,483,583.84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

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

合收益，不重溯 2018 年末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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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尔贝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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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君正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彼图恩科技有限公司 

保千里（香港）电子有限公司 

保千里（塞舌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隆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威卡尔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打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联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哥智慧系统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保千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商用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延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佳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景龙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仿生智能视像技术研究院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本公

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参见《2018 年年度报告》附注第十一节、九、1，本期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

司投资的部分主体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无法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延龙

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协创兄弟房车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月月底失去控制，本期仅

将其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的利润表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本年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

见《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第十一节、九、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