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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53                                公司简称：申华控股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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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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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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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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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华控股 60065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鑫 朱旭岚 

电话 （021）63372010,63372011 （021）63372010,63372011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宁波路1号 上海市宁波路1号 

电子信箱 stock@shkg.com.cn stock@shk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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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7,239,509,503.35 8,348,709,962.39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3,976,284.57 2,147,678,657.56 0.7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280,126.07 -4,973,217.54 -10,924.66 

营业收入 3,666,191,277.77 3,166,983,428.59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49,518.95 -221,167,593.77 10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53,994.30 -232,314,710.47 7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4 -13.020 增加13.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1136 10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1136 107.3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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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0 249,085,266 200,000,000 无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4 197,280,000   无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其他 4.07 79,204,052   未知   

褚宗南 其他 0.62 12,158,851   未知   

顾红 其他 0.44 8,528,800   未知   

李云 其他 0.42 8,190,100   未知   

胡海艳 其他 0.41 8,010,000   未知   

程浩生 其他 0.41 8,000,000   未知   

陈碧雯 其他 0.31 5,999,7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26 4,978,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 1、2位股东为一致

行动人，两者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

系，第 3至第 10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

或一致行动关系。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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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国内经济运行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 5%。汽车行业方面，从上半年度汽车产销数据来看，产销量已连续 12 个月呈现

同比下降，国内汽车市场整体处于低位运行，并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随着环保要求提升以及绿色

发展理念推动，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围

绕“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工作主线，积极提升资产质量，引导各业务板块向“利润中心”转

型，加快清理非主营业务及剥离亏损企业，聚焦汽车消费等核心主业的升级。上半年内，公司各

项具体业务进展如下： 

1）汽车文化产业园：渭南汽博园目前在建及已运营的汽车品牌 4S店 17家，其中已投入运营

4S 店 16 家，在建 4S 店 1 家，并已有 1 家新 4S 店已经签订入驻协议，另有 6 个品牌签订入驻意

向协议。报告期内，渭南汽博园与渭南广播电台首次合作举办了“2019 车行天下汽车文化节”、

与陕西在北岸文化传播公司合作举办了“渭南在北岸首届电子音乐节”，实现了园区多样化办展。

为了完善产业链，提升服务，渭南汽博园已在园区设立了车管所车管业务便民服务站，成功备案

了“渭南市二手车交易市场”。此外渭南汽博园对汽车后市场板块、二手车交易市场等板块开展了

筹备工作。 

开封汽博园上半年整体运行良好。截至目前，项目在建及已运营的汽车品牌 4S 店 11家，其

中已投入运营 4S店 7 家，在建 4S店 4家。开封汽博园在报告期内完成已建区域内的绿化工程施

工，并举办了开封汽车商会园区首届车展及市中心车辆定点展销活动。 

2）汽车销售与服务：上半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华晨宝将持有的淮北融申、淮北晨沃、宿州

融申、马鞍山新宝融（即三家广丰 4S店及一家沃尔沃 4S 店）对外转让，转让完成后，申华晨宝

下属 4S 店均为宝马品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宝马品牌销售 9264 台，同比增长 31%，其中宝马

品牌 X1、X3 等车型在报告期内增幅显著，加之汽车厂商支持，使得公司下属宝马 4S店的销量及

利润实现增长；公司实现华晨、金杯、吉利等品牌整车销售共 7126台，同比下降 23%，其中批发

业务销售 3693台、同比下降 48%，主要原因为华晨品牌上半年度未推出新车型，而汽车排放标准

的提高导致存量车型批发业务下降；零售业务销售 3433台，同比增长 57%，主要是公司尝试多品

牌销售，增加经营吉利、领克品牌零售，带来零售业务较多增长。报告期内实现平行进口车销售

23台。 

3）新能源板块：上半年内，公司下属 6个风电项目及 1个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平稳运营，报告

期内并表电厂上网电量合计达到 2.053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02%，公司积极开展降本增效，通

过对风机开展技术改进和费用严格管控，实现新能源业务营业成本持续下降；同时公司积极开始

电力营销，确保各电厂的限电率达到最低限度。 

4） 房地产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切实做好现有地产项目的有序清理，继续回笼资金。湖南

洪江市湘水国际一期项目实现住宅销售 12套共 2,585平方米，累计销售面积占可供出售面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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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商铺销售 181平方米，累计去化率 18%，车位销售 7个，累计去化率 21%，申华房车露营地于

2019年 1月正式开园营业。西安“曲江龙邸”已进入全面清盘阶段，报告期内实现住宅全面清盘，

商铺销售 4套，车位销售 53个。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6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5.76%，主要是由于宝马板

块销售规模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24.95万元，同比增加 107.35%，主要由

于合并范围变动，华晨租赁退出合并，另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可比

期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及《关

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解读》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进行调整，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33,779,477.76 
应收票据 4,545,397.22 

应收账款 629,234,080.5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00,362,122.21 
应付票据 249,317,038.00 

应付账款 651,045,084.21 

管理费用 163,035,937.31 
管理费用 157,666,461.23 

研发费用 5,369,476.08 

其他收益 5,386,063.71 其他收益 5,562,114.69 

营业外收入 5,474,106.87 营业外收入 5,298,055.89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