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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8                            证券简称：*ST 华信                            公告编号：2019-048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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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仁辉 独立董事 

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公司 2018 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理由是：1、相关材料送达时间太晚，未有充

分时间进行审阅；2、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3、关联方名单潜在不完整性导致

本年财报期初数可靠性无法保证。 

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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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信 股票代码 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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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为民 邱永梅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99 号明天广场

17 楼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99 号明天广场

17 楼 

电话 021-23577799 021-23577799 

电子信箱 sunweimin@cefcih.com qiuyongmei@cefci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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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 

1、能源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能源及相关业务主要是：液化石油气中转物流服务和贸易业务、成品油贸易业务。 

2.金融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金融业务主要是保理业务。金融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华信保理的保理业务。报告期内，保理业务

出现大额应收账款逾期现象，为维持公司稳健运营，保理公司仅保持存量业务的后续跟进，暂缓发展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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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86,083,250.74 16,798,921,362.66 16,778,922,777.75 -94.12% 19,027,657,338.90 19,027,657,33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10,449,755.03 447,452,809.82 -3,099,006,704.97 -60.94% 368,039,305.73 368,039,30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11,505,459.97 -3,112,027,394.77 -3,112,027,394.77 -61.07% 391,429,895.58 391,429,89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263,936.40 470,726,171.50 470,726,171.50 -125.34% -1,932,045,947.93 -1,932,045,947.9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20 -1.36 -61.03% 0.16 0.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20 -1.36 -61.03% 0.16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3.80% 13.30% -192.33% 416.13% 12.03% 12.0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39,938,640.07 7,039,976,300.95 3,581,908,600.65 -79.34% 9,884,432,326.17 9,884,432,32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25,779,070.96 3,522,421,961.22 64,354,260.92 -1,849.35% 3,160,770,024.19 3,160,770,0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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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043,238.30 122,493,771.73 58,455,200.81 101,091,03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355,003,125.99 91,852,367.70 -142,433,932.75 -804,865,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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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118,777.16 92,191,627.53 -145,707,964.76 -803,862,13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1,348,621.13 70,371,761.63 20,784,147.61 -59,071,2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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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获得新的证据，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减值计提提前至 2017 年进行会计处理，故与 2018 年已报露数据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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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0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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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华信国

际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78% 1,384,501,534 0 冻结 1,384,501,534 

刘美芳 
境内自然

人 
0.93% 21,085,779 0   

朱思朦 
境内自然

人 
0.29% 6,650,376 0   

刘嘉麟 
境内自然

人 
0.28% 6,329,514 0   

吴建生 
境内自然

人 
0.25% 5,590,480 0   

安徽省科技

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2% 5,000,000 0   

石惠芳 
境内自然

人 
0.21% 4,800,000 0   

朱宏军 
境内自然

人 
0.20% 4,600,000 0   

克什克腾旗

鑫泰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8% 4,049,660 0   

朱丽思 
境内自然

人 
0.18% 4,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所有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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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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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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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营业绩亏损情况 

报告期内，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6,083,250.7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94.12 %，实现营业利润 

-1,133,099,366.5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1.16 %，实现利润总额 -1,139,003,572.0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0.97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449,755.03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0.94 %，基本每股收益 -0.5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1.03 %。 

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 

（1）公司主营业务能源贸易业务和过往金融业务出现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公司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缺乏，导致

业务总量大幅萎缩。其中，香港天然气、保理公司仅保持存量业务的后续跟进，暂缓发展新业务；福建华信成品油贸易继续

开展业务，但受流动性短缺影响，业务规模大幅萎缩。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两项主营业务应收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48.44 亿元，累计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金额共计 6.13 亿元，严重拖累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2、改善经营业绩的重要举措 

（1）以财务管理为重点加强公司管控：争取银行借款展期，降低有息负债；对客户应收款项予以催收，尽早收回资

金；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缓解资金压力。 

（2）针对各类型的资产，公司将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不断减少无效资产且盘活资产，加快资产周转和利用，切实

改善资产结构。努力减少效益流失，增加企业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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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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油 448,187,798.72 7,916,696.18 1.77% -96.06% -97.23% -0.74% 

液化气销售及

运输收入 
202,399,269.70 92,339,362.87 45.62% -5.18% -5.05% 0.06% 

橡胶 262,164,814.22 4,168,942.88 1.59% -93.47% -95.0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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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 

（1）公司主营业务能源贸易业务和过往金融业务出现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公司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缺乏，导致业务总

量大幅萎缩。其中，香港天然气、保理公司仅保持存量业务的后续跟进，暂缓发展新业务；福建华信成品油贸易继续开展业

务，但受流动性短缺影响，业务规模大幅萎缩。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两项主营业务应收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48.44 亿元，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

共计 6.13 亿元，严重拖累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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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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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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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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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页）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   勇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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