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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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陈有权 因公出差 夏闻迪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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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按公司当前总股本 1,456,875,35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

本预案须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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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汽车 600335 *ST盛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谈正国 蒋舒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6号

中科资源大厦北楼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6号

中科资源大厦北楼 

电话 010-88825988 010-88825988 

电子信箱 600335@sinomach-auto.com jiangshu@sinomach-aut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国机集团旗下一家大型汽车综合服务企业，2018 年位居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第 158 位。自成立以来，公司持续耕耘汽车批售服务业务领域，先后与进口大众、克莱

斯勒、捷豹路虎、进口福特、通用、特斯拉、保时捷、林肯、阿斯顿马丁、沃尔沃、阿尔法罗密

欧、玛莎拉蒂等多家知名跨国汽车企业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其构建起涵盖战略咨询、

市场分析、车型选择、工程改造、资金融通、认证协助、报关仓储、物流分销等多环节、全链条

的贸易服务核心能力体系。     

近年来，面对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中国汽车市场，公司始终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抓住机遇、拥抱挑战，在固本强基传统优势业务的同时，不断挖掘、创新企业价值，加快传统汽

车批售服务业务与互联网、金融等的进一步融合，不断提升零售业务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积极

响应国家关于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布局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积极拓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落实国家政策，布局海南自贸区发展；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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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大力推进汽车经营性租赁和融资租赁业务，进一步加大主营业务和汽车金融的深度融合，加

大力度推动资源协同、模式创新与产业链布局。通过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

善绩效管理体系，推进股权激励机制，确保企业实现有质量、可持续增长，为成为“贸、工、技、

金”一体化的、具有行业综合优势的国际化新型汽车集团的宏伟目标而奋力拼搏。 

（二）2018 市场情况分析     

国内汽车市场进入调整期。2018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0.9 万辆和 2808.1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4.2%和 2.8%，这是自 1990 年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中汽协预测 2019 年中国汽车

市场零增长。但我国汽车消费更新替代潜在需求仍然较大，汽车产业中长期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的大力推动，外商投资取消股比限制和《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等一系列重磅政策的出台，影响着汽车产业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中国进口汽车市场 2018 年供需双降。2018 年汽车进口量为 110.8 万辆，同比下滑 8.8%。2018

年汽车整车进口关税降至 15%，未来，税率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进

口博览会的顺利召开，彰显我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关税下降有利于汽车进口，

但另一方面，国家排放的高要求和国产汽车的持续升级也将制约汽车的进口。2019 及 2010 年，

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将是影响汽车进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新能源汽车保持高速增长。2018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125.6 万辆，增长 61.7%，成为中国

汽车市场的最大亮点。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由政策主导向政策与市场共同驱动转变，市场因素的推

动作用越来越大，预计 2020 年将完成 200 万辆产销量的目标。 

汽车出口同比较快增长。2018 年汽车出口 104.1 万辆，同比增长 16.8%。汽车产业投资市场

化和减税降费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国汽车制造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的红利释放，将开启中国

汽车出口新一轮高速增长期。2019 年，为促进国内消费和经济增长，预计会有更多的有利于国内

汽车产、销的政策出台；同时，为推动国产汽车出口，国家也会有相应的鼓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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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6,677,001.07 25,909,944,680.06 -4.03 22,205,135,096.53 

营业收入 44,252,758,386.09 50,240,139,695.83 -11.92 50,803,874,15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817,505.12 670,461,899.03 -11.28 609,702,1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2,625,230.23 579,603,982.30 -8.11 574,395,61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28,293,562.39 7,484,066,744.79 5.94 6,974,410,81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1,935,064.39 -6,688,218,939.08   8,663,633,21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76 0.6511 -11.29 0.62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76 0.6511 -11.29 0.62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2 9.29 
减少1.57个

百分点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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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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398,008.92 9,190,818,272.57 13,363,746,431.04 11,487,795,67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05,012.62 179,424,323.87 107,440,346.38 106,047,82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8,844,355.35 170,260,916.07 92,768,020.53 80,751,93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4,077,956.73 66,993,639.28 3,070,507,416.70 1,188,511,9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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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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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0 600,469,768 58.31 0 无 0 国有法人 

天津津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64,205,073 64,205,073 6.2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089,328 36,249,672 3.5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 12,909,918 1.25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016,639 12,000,000 1.17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5,853,300 0.57 0 未知 

  
国有法人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317,000 5,417,430 0.53 0 未知   未知 

吴芳   5,359,997 0.5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882,578 4,631,160 0.45 0 未知 

  

未知 

陈林霞 0 3,328,000 0.32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国机集团与第 2 至第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非一致行动人，第 2 名至第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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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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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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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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国

汽 01 
136180 

2016 年 1

月 25 日 

2021 年 1

月 24 日 
10 3.5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

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交所 

国机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 国

汽 02 
136536 

2016 年 7

月 12 日 

2021 年 7

月 11 日 
10 3.35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

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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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1 月 25 日，公司已足额支付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的利息。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已足额支付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5 月，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出具了《国机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

持公司发行的“16 国汽 01”、“16 国汽 02”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的评级结果未发生变化。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

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

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和上交所网站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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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 70.71 -3.8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 0.08 15.12 

利息保障倍数 2.77 4.93 -43.9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是国机汽车 2016-2018 滚动战略中确定的“开拓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公司紧密围绕“开拓创新、提升管理，努力实现国机汽车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工作要求，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扎实推进

管理提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生产经营保持平稳。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42.53 亿元，

利润总额 7.9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 亿元，每股收益 0.5776 元。通过深化改

革、协同发展、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等多项举措，保持公司业务规模平稳发展，为成为“贸、

工、技、金”一体化的、具有行业综合优势的国际化新型汽车集团夯实基础，为使广大职工实现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不断迈进。 

 核心业务稳健经营，创新业务深入推进，实现固本增效 

    1、汽车批售及贸易服务业务 

    2018 年，公司继续深化、开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汽车批售及贸易服务业务的稳步发展。

进口汽车批售业务与菲克、进口大众、福特等多家进口汽车厂家成功续约，开拓沃尔沃、玛莎拉

蒂等中高端豪华品牌。打造面向电商销售平台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体系，深化与电商平台及主机

厂的合作。贸易服务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与特斯拉、林肯等多家进口汽车厂家成功续签服务合同，

突破性开拓阿尔法罗密欧、蔚来汽车等服务项目。贸易服务业务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建设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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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中心库及 10 万平方米仓库及配套设备，并对已有设施进行升级。 

    在平行进口业务方面，“总对总”平行进口模式取得进展，成功引进福特 Ranger 车型，独立

开展车辆认证、海外采购、进口、物流、分销等全链条服务；一般平行进口业务规模大幅增加，

同比增长 266%。  

2、汽车零售服务业务 

2018 年，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零售业务精细化管理不断加强，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多

家经销店跑赢大市；同时，加大新品牌开拓力度，以多种方式扩大零售规模，2018 年共获得厂家

8 个授权，4 家新店开业；多个兼并收购项目稳步推进。 

    3、汽车后市场及进出口业务 

在汽车租赁业务领域，公司继续坚持“差异化、高端化、网络化、品牌化”路线，深度挖掘

传统优势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新能源车业务、个性化租赁和汽车衍生业务，其中衍生业务已覆

盖 29 个重点城市，采购车辆近千台。 

在融资租赁业务方面，遵循“聚焦主业和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构建起网约客运车、物

流商用车、新能源汽车、传统乘用车四大产品主线；渠道建设已覆盖 20 个省份，成立 4 家分公司，

发展一级担保合作商 45 家，二级运营合作商 71 家；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大数据风控平台投入使

用。 

在进出口贸易业务领域，加强国际、国内市场开发，调整国别贸易业务结构，扩大南美出口

业务和与中东地区的合作规模，成功拓展沙特、意大利等地区的整车出口业务。借助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和自主品牌“走出去”的有利时机，取得 10 余个汽车品牌的出口授权，为实施整车出

口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制造业务稳步推进，形成创新发展关键要素 

    新能源汽车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已建成冲压、焊装（车身）、涂装、总装、轻量化、电池工

厂六大车间，涂装设备已投槽，建设 A0 级、A00 级和 A 级三个自主车型开发平台。首款车型目

前处于小批量试制阶段，各项性能指标表现良好。销售网络体系同步建设。 

 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积极布局海南自贸区业务 

    公司抓住海南自贸区发展机遇，推动公司业务海南自贸区布局，为建设海南“智慧出行”综

合服务平台打下基础。公司获得海南地区平行进口试点企业资质，成为海南自贸区首批车辆保税

企业。 

 资本运作取得重大进展，助力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创新发展 

2018 年，根据国机集团汽车板块业务整合规划，公司全力推进资产重组中汽工程项目，以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国机集团持有的中汽工程 100%股权，同时配套募集资金。该项目进展顺利，目

前已完成资产注入。 

2018 年，公司继续拓展融资渠道，启动 30 亿中期票据发行项目，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

成本。 

 深化改革，有序推进干部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 

2018 年，公司不断深化组织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干部人才选配和考核评议，从严落实

干部监督工作，落实挂职、轮岗、交流机制；成立国机汽车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委员会，协同全

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开展“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工作，调整合并部门职责，进一步优化

了组织功能、岗位设置。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进展顺利，有效的落实公司对核心骨干员工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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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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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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详见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3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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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进汽贸（天津）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进汽贸

服务有限公司、国机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国机宁兴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

有限公司和汇益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等 79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

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有权 

2019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