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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8                                证券简称：ST 巴士                           公告编号：2021-011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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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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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 股票代码 00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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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振春 张晓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 185 号善

商大厦 A 栋 10 楼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 185 号善

商大厦 A 栋 10 楼 

电话 0573-84252627 0573-84252627 

电子信箱 stock002188@vip.163.com stock002188@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为微电声业务，该业务趋于萎缩。公司为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报告期内发展了子

公司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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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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3,186,095.05 21,274,024.79 -38.02% 144,220,0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42,455.05 515,828,326.56 -122.07% -640,856,10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10,121.36 -51,453,674.41 51.20% -417,496,35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66,228.26 -7,856,626.45 -98.13% -105,232,77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1.74 -122.41%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1.74 -122.41% -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01% -138.62% -87.39% -206.8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8,610,594.65 109,581,247.49 -46.51% 177,832,59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223,326.26 12,480,692.95 -1,007.19% -630,041,819.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6,380.56 1,128,278.02 3,612,476.96 8,078,95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14,289.61 6,032,699.61 -4,697,071.14 -111,563,79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5,045.89 -5,696,726.69 -4,835,801.59 -10,822,54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644.04 -16,990,087.38 -14,734,417.55 -3,842,3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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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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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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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1% 60,013,002 0   

周旭辉 境内自然人 5.60% 16,390,777 16,390,777 质押 16,39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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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16,390,777 

中麦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6% 14,806,115 14,806,115 

质押 7,341,115 

冻结 14,806,115 

武汉睿福德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 10,086,591 0   

深圳市盛世景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盛

世轩金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56% 7,500,000 7,500,000   

高霞 境内自然人 1.66% 4,845,685 4,845,685 
质押 4,760,685 

冻结 4,845,685 

上海瑞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 4,560,000 0   

葛伟 境内自然人 1.41% 4,126,666 0   

赵从宾 境内自然人 1.26% 3,700,000 3,700,000 冻结 3,700,000 

胡秀杰 境内自然人 1.25% 3,650,1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已知上述股东中，股东高霞为中麦控股实际控制人王献蜀之配偶。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相互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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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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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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经营情况 

报告期初，公司依然面临巨额诉讼、资金短缺、主营业务萎缩、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问题。在间接

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下，公司迎难而上，策略性

的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为1,318.6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0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约-11,384.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2.07%。公司向轻资产、非劳动密集型公司转变的经营策略调整

初见成效，公司主营亏损减少明显，但是微电声业务发展势头较缓，相关业务日渐萎缩，为增加营业收入、

减少亏损，公司继续优化资产结构、盘活资产，对部分厂房和闲置的机器设备进行租赁，对部分淘汰的机

器设备及存货进行了处置，最大程度变现。 

（二）追偿业绩补偿情况 

为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最大程度维护股东利益，报告期公司完成对夏秋红、吴旻、杨方、孟梦雅、

邓欢、高军、王丽玲等7名股东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3,088,949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1.0449%。同时，对未履行补偿协议的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王献蜀、邓长

春进行起诉追偿。 

（三）诉讼情况 

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进各类诉讼案件进程，整合各方资源、多方寻找有利证据材料、全力配合聘请的

专业律师工作，采取正确策略，积极解决剩余的诉讼案件，庭审期间积极应对诉讼，争取最好的结果。对

法院判决担责的案件与相关原告进行和解，为上市公司争取最大经济利益。对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后有

权追偿的案件，进行追偿。(详见本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正式履职 

自2020年10月12日起，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开始履职，同日董事会聘任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内控制度，规范各项经营活动；同时，公司也将加强现任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的法律法规相关知识培训和学习，强化信息披露工作，提升公司各方面规范运作水平。 

（五）证监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情况 

2020年4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

号并对外披露。 

（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0年6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撤销了退市风险警示。但由于违规担保案件未完全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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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仍被司法冻结，公司股票交易依然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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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器销售 805,557.26 798,069.09 99.07% -87.72% 67.93% 91.83% 

受话器销售 89,241.02 89,241.02 100.00% -99.16% -94.80% 83.74% 

贸易业务 10,645,132.26 169,864.67 1.60% 100.00% 100.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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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8,087,929.74元，同比下降38.02%，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主营业

务上下游的影响，以及受诉讼案件影响，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8,137,255.39元，同比下降42.41％，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营业

成本随之减少所致。 

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29,670,781.61元，同比下降122.07%，主要系2019年公司因胜诉、和解

等原因，冲回预计负债，而本期计提了新增诉讼预计负债。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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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据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的规定，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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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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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时杰 

202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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