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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是汽车销售、汽车检测、维修

及配件销售；资源性资产管理；珠宝服务业务。 

（一）汽车销售、检测、维修及配件销售：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加强控股企业管理、提升服务质量、调整高端车销

售策略、强化保客维系管理等措施增收提效，华日公司利润

总额近年首次破千万，收入和利润创近几年历史新高。全年

实现汽车销售收入 20,49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58%。    

（二）资源性资产管理：报告期内，因疫情严重冲击，

经济形势复杂等不利因素影响，整个深圳市场租赁价格面临

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因疫情打击，珠宝行业经营者负担加

重，加之水贝片区新开发的物业不断投入使用，公司在该片

区持有的物业招商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不利的形势，公司

创新运营，借助商管运营专家，完善制度流程，加大宣推力

度，多举并措提高物业出租率。另外，不断优化运营管控模

式，通过重谋划、快推进、精管理、广宣传，推进建设 421

特力家居体验馆，提升老旧物业形象、价值，探索公司业态

布局，提高资源性资产管理水平，打造传统物业转型升级标

杆。全年实现物业租赁及服务收入 14,128 万元，比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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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减少 12.35%，主要是为应对新冠疫情，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免收部分物业租金。 

（三）珠宝服务业务：2020年，席卷国内外的疫情，致

使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加大，作为可选消费的珠宝行业，受到

严重冲击，上游珠宝商家因客户采购减少，资金流转缓慢，

效益下降，珠宝终端经营者关店止损等措施速度加快。报告

期内，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上下同心，推深做实珠宝

第三方战略，依托物理平台，打造珠宝第三方生态圈。7 月

成立珠宝产业公司，9 月底宝库供应链公司一期项目正式营

业，10月举办了海关珠宝玉石保税监管改革试点启动仪式，

公司不断创新珠宝第三方商业模式，积极规划部署产业板

块，在珠宝第三方战略迈上了新台阶。全年实现珠宝业务收

入 3,48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81.98%，主要由于控股子公

司四川特力珠宝科技有限公司停止运营所致。 

二、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深耕珠宝行业，发挥身份优势，打造产业平台 

公司不断尝试创新业务模式并稳步推进转型项目落地，

发挥国有上市公司的信用优势和在珠宝产业集聚地水贝区

域的物理平台资源，深度切入珠宝行业产业链，迅速提高特

力在珠宝行业的知名度及行业影响力，加速特力战略项目的

落地，实现特力向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战略转型

的目标。2019年成立深圳市特力宝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3 

开展珠宝供应链业务，夯实珠宝第三方服务，打造集贵金属

存储、黄金钻石供应链服务及第三方保管箱于一体的珠宝产

业第三方增值服务平台。2020年成立深圳珠宝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提供保税展示、保税仓储、报关、物流、结算等服务，

最终打造成集珠宝钻石原料及成品展示、现货交易、检测、

鉴定、设计、加工、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保险等于一体的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 

（二）拥有丰富的物业资源，提供稳定的业务收入及资

金支持 

公司是水贝片区特力吉盟黄金首饰产业园内的最大业

主，特力珠宝大厦已全面投入使用，特力金钻交易大厦建设

项目按计划推进，同时公司作为布心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项目中 04、05 地块最大业主，将通过旧改方式在布心片

区规划建设符合市、区及本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的创新产业项

目。公司将保持水贝、布心片区最大业主地位，掌握珠宝行

业核心区域物理平台资源优势。另外，本公司在深圳各片区

掌握大量物业资源，在保持原有租赁业务稳定的基础上，公

司将积极推进物业质量提升工作，将所属老旧物业从简单租

赁的传统方式向物业资产运营方向转型，从而充分提升和挖

掘物业品牌的附加值，为公司带来稳定的业务收入及现金

流，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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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在党委及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

职员的共同努力下，秉持“公、勤、拼、实”的奋斗者精神，

稳步推进各项目落地，确保战略顺利实施，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一）珠宝第三方服务平台迈上新台阶：7月成立深圳

珠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10月21日举办了海关珠宝玉石保税

监管改革试点启动仪式，蹄疾步稳，推动珠宝业务的创新发

展。 

（二）宝库供应链公司开业起航：宝库供应链公司一期

项目于9月底正式营业，成为公司战略转型及业务拓展的新

抓手。 

（三）商业运营管理能力迎来质的提升：特力珠宝大厦

竭力打造园区标杆，展现国企担当，成功申请为罗湖区首个

国家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截至报告期末，A、B塔楼出租率

100%，为园区最高。 

（四）特力家居体验馆打造传统物业转型升级标杆：421

项目如期开业，增加了收益，开拓新业务，掌握市场主动权。 

（五）汽车后市场业务：借力政府政策，收入和利润创

近几年历史新高。 

（六）特力金钻交易大厦项目：克服疫情影响，全力以

赴保证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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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442 万元，比上年同

期 57,107万元减少 14,665万元，下降 25.68%；剔除因疫情

减免 3 个月租金 3,038 万元，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45,480 万

元，比上年同期 57,107万元减少 11,627万元，下降 20.36%。

收入变动主要是：①四川珠宝公司本年停止运营，收入同比

减少 17,190 万元；②华日公司因本年亚洲龙和威尔法两种

中高端新车型销量增加,致汽车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6,878 万

元，增长 31.77%。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7,670万元，比上年同

期 30,260 万元减少 22,59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766 万元，比上年同期 21,967 万元减少 16,201 万元；剔

除疫情影响（减免 3 个月租金及享受的各项政府惠企政策

等），实现利润总额 10,092万元，比上年同期 30,260万元

减少 20,1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583 万元，比

上年同期 21,967万元减少 14,384万元，变动主要原因是上

年同期兴龙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 21,068万元。 

四、主营业务分析 

（一）收入与成本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424,419,203.34 100% 571,072,893.90 100% -25.68% 

分行业 

汽车销售 204,928,883.35 48.28% 168,551,160.58 29.51% 21.58% 

汽车检测维修及

配件销售 
43,351,689.36 10.21% 47,952,488.50 8.40% -9.59% 

物业租赁及服务 141,283,172.60 33.29% 161,185,484.32 28.23% -12.35% 

珠宝批发及零售 34,855,458.03 8.21% 193,383,760.50 33.86% -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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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成本构成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汽车销售 汽车 191,680,818.07 60.04% 156,655,616.45 36.35% 22.36% 

汽车检测维修及配

件销售 
配件、维修、检测 34,227,425.76 10.72% 40,564,299.92 9.41% -15.62% 

物业租赁及服务 
租赁、物业管理、

其他 
58,595,796.21 18.35% 52,101,447.87 12.09% 12.46% 

珠宝运营 珠宝零售、批发 34,757,161.55 10.89% 181,699,948.40 42.16% -80.87% 

合计  319,261,201.59 100.00% 431,021,312.64 100.00% -25.93% 

3.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本公司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6户，详见

本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财

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4.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1）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40,560,017.6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5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2）公司前 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一 17,199,716.81 4.05% 

分产品 

汽车销售 204,928,883.35 48.28% 168,551,160.58 29.51% 21.58% 

汽车检测维修及

配件销售 
43,351,689.36 10.21% 47,952,488.50 8.40% -9.59% 

物业租赁及服务 141,283,172.60 33.29% 161,185,484.32 28.23% -12.35% 

珠宝批发及零售 34,855,458.03 8.21% 193,383,760.50 33.86% -81.98% 

分地区 

深圳 407,455,899.14 96.00% 377,689,133.40 66.14% 7.88% 

安徽  0.00% 4,521,763.87 0.79% -100.00% 

四川 16,963,304.20 4.00% 188,861,996.63 33.07% -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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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二 6,560,964.85 1.55% 

3 客户三 6,302,468.18 1.48% 

4 客户四 5,667,079.49 1.34% 

5 客户五 4,829,788.34 1.14% 

合计 -- 40,560,017.67 9.56% 

（3）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268,265,209.77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84.03%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

总额比例 
4.51% 

（4）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一 202,663,802.20 63.48% 

2 供应商二 25,421,822.00 7.96% 

3 供应商三 16,927,433.67 5.30% 

4 供应商四 14,402,981.10 4.51% 

5 供应商五 8,849,170.80 2.77% 

合计 -- 268,265,209.77 84.03% 

 

（二）费用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7,715,132.43  23,956,102.30  -26.05% 

主要是本年特力星光金尊处于清

算阶段，运营费用同比减少以及

受疫情影响减免社保费用，加之

人员变动致薪酬成本同比减少 

管理费用 39,984,244.07  43,668,263.92  -8.44% 

主要是本年特力星光金尊处于清

算阶段，管理费用同比减少以及

受疫情影响减免社保费用，加之

人员变动致薪酬成本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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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3,305,883.68  4,982,765.55  -166.35%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银行贷款利息

支出，本年无 

（三）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0,706,758.00 668,606,354.87 -13.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1,601,455.12 589,695,001.84 -2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105,302.88 78,911,353.03 38.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5,610,805.84 2,235,119,053.77 -34.4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63,400,388.10 1,883,237,512.37 -6.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89,582.26 351,881,541.40 -184.6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971,759.33 178,020,000.00 -75.8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625,829.24 350,992,854.04 -86.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4,069.91 -172,972,854.04 -97.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2,205,601.18 257,820,137.12 -174.55% 

 

上述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105,302.88 78,911,353.03 38.26% 主要是四川珠宝公司本年全部收回

期初应收账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5,610,805.84 2,235,119,053.77 -34.43% 主要是上期收取兴龙公司股权转让

款及利息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89,582.26 351,881,541.40 -184.63% 主要是上期收取兴龙公司股权转让

款及利息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971,759.33 178,020,000.00 -75.86% 主要是借款同比减少及上年四川珠

宝公司增加少数股东投资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625,829.24 350,992,854.04 -86.72% 主要是上期偿还银行流动资金及固

贷本息及借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4,069.91 -172,972,854.04 -97.89% 主要是上期偿还银行流动资金及固

贷本息及借款 

五、资产及负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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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20 年末 2020 年初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237,625,698.93 13.91% 428,851,606.04 26.06% -12.15% 

应收账款 19,828,510.36 1.16% 112,613,224.27 6.84% -5.68% 

存货 22,079,679.93 1.29% 21,389,602.83 1.30% -0.01% 

投资性房地产 568,246,616.13 33.26% 554,599,503.55 33.70% -0.44% 

长期股权投资 123,640,955.57 7.24% 162,178,544.05 9.85% -2.61% 

固定资产 119,136,917.91 6.97% 107,119,796.59 6.51% 0.46% 

在建工程 101,740,485.48 5.96% 47,654,393.55 2.90% 3.06% 

长期借款 11,171,759.33 0.65%   0.65%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4,013,869.86 18.38% 60,486,575.34 3.68% 14.70%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993,467.99 3.28% 6,889,167.54 0.42% 2.86% 

应交税费 21,062,154.32 1.23% 71,425,267.61 4.34% -3.11% 

其他应付款 158,663,974.62 9.29% 101,266,802.49 6.15% 3.14% 

预收款项 2,403,580.47 0.14% 27,299,822.71 1.66% -1.52% 

合同负债 18,988,628.13 1.11%   1.11% 

 

六、投资状况 

（一）总体情况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134,347,000.00 169,530,000.00 -20.75% 

 

（二）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元 

被投资公司

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

方式 
投资金额 

持股比

例 

资金

来源 
合作方 产品类型 

本期投资盈

亏 

深圳珠宝产

业服务有限

公司 

珠宝展销会策

划、珠宝寄售、

展览展示策划、

会务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 

新设 13,000,000.00 65.00% 
自有

资金 

深圳市

罗湖投

资控股

有限公

司 

珠宝展销会策

划、珠宝寄售、

展览展示策划、

会务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 

-7,852,792.82 

深圳市特力

宝库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

司 

黄金饰品、贵金

属制品的购销及

租赁、保管箱租

赁、仓储服务 

增资 40,747,000.00 100.00% 
自有

资金 
无 

黄金饰品、贵金

属制品的购销

及租赁、保管箱

租赁、仓储服务 

-1,172,700.64 

合计 --  53,747,000.00  -- -- -- -9,025,493.46 

合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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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是否为固定

资产投资 

投资项目涉及

行业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实际投入金额 
资金来源 

特力金钻交易大

厦项目 
自建 是 

城市更新试点

—黄金首饰产

业园升级改造 

68,160,000.00 174,250,000.00 公司自筹 

八卦岭 421 厂房

改造升级项目 
自建 是 

厂房重新装修

改造升级 
12,440,000.00 26,440,000.00 公司自筹 

合计 -- -- -- 80,600,000.00 200,690,000.00 -- 

 

七、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席卷全球，面对疫情带

来的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各地区各部门科学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率先冲出疫情的阴霾实

现复苏，乘风破浪稳健前行，有力有效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

复，工业服务业持续回升，投资消费不断改善，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恢复。总体来看，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2.3%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对消费主导的黄金珠宝首饰行业

冲击非常大，许多经济活动基本停滞。相比于国外的黄金市

场的疲软，2020年中国黄金市场独秀一枝，黄金避险和抵御

通货膨胀功能继续受追捧，黄金交易量和黄金 ETF持仓规模

继续提升。白银方面，预计 2020年全球白银产量为 2.77万

吨，截止 2020年 11月末，上海期货交易所白银期货年内累

计成交 3.2亿手，是全球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的白银期货品

种之一。铂金方面，因为疫情影响，2020年第二季度铂金的

需求和供应分别下降了 19%和 35%，供需将预期进入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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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为 33.6万盎司（10.5吨）。钻石方面，2020年全球毛

钻需求稳步提升，中国大陆的零售表现强劲，由于消费观念

的转变，中国消费市场异形钻、彩钻需求增大。有色宝石方

面，近年来，我国彩宝市场稳步提升，年均复合增长率 5%。

珍珠方面，2020年国内珍珠产量降低，中低端珍珠价格有所

下降，珍珠类珠宝首饰销售萎缩。深圳黄金珠宝首饰制造业

的产销规模、品牌建设与标准建设、创新能力、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在全国珠宝行业均居于领先地位。深圳市珠宝产业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并呈现出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展

示交易、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发展趋势，但正面临持续创新动

力不足、高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新冠疫情的冲

击，将不断催生出产业新业态。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自 2014 年制定了向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

商转型的战略规划后，一直坚定不移的按照既定战略稳步推

进战略转型和项目落地，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实

质性的成果。未来将继续深耕珠宝第三方服务平台，促进产

业升级，提升产能和效益。 

1.珠宝第三方运营服务 

公司将继续深化拓展珠宝第三方服务，努力建成国内珠

宝玉石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第三方综合服务商。 

持续提升珠宝产业园综合运营及配套服务能力。特力珠

宝大厦将依据珠宝行业发展趋势，不断进行珠宝经营品类业

态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对增值服务的探索，进一步提升对珠

宝产业园内企业的配套服务能力；促进入驻大厦企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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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建立商户粘性；发挥特力珠宝大厦作为承载特力向珠

宝产业第三方综合服务商战略转型的物理平台的重要价值。 

进一步拓展珠宝产业供应链服务。推动特力宝库供应链

公司开展保险箱业务，打造集贵金属存储、黄金钻石供应链

服务及第三方保管箱于一体的珠宝产业第三方增值服务平

台。 

创新发展深珠宝公司业务。提供保税展示、保税仓储、

报关、物流、结算等服务，最终打造成集珠宝钻石原料及成

品展示、现货交易、检测、鉴定、设计、加工、电子商务、

金融服务、保险等于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要素交

易服务平台。 

推进创新创业创意基地建设。加强运营管理创新，建立

适宜创新创业团队发展成长的机制，开拓创意设计高端人才

培训业务，联合水贝龙头企业，依托深圳各高校院所，设立

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培养面向市场、接轨国际时尚的珠宝玉

石高端人才。 

2.资源性资产业务 

资源性资产经营是公司的重要业务版块，为公司提供了

稳定的现金流，公司将通过改造盘活、升级、创新经营等方

式，借助市场化运营拓展资源性资产的盈利空间和经济效

益，不断加强对资源性资产的管理运营。 

3.汽车服务业务 

坚持优化汽车销售及后市场服务，以向消费者提供多样

汽车产品和服务方案的综合供应商为发展目标，重点发展汽

车零售服务、汽车贸易服务、汽车后市场服务。充分利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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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现有业务基础、发挥自有物业及地域优势，打造产业品牌，

加快汽配维修和检测业务延伸增值。 

（三）公司 2021年度经营计划 

2021年公司将抓住珠宝行业深度调整的机会窗口，深化

拓展珠宝第三方服务，践行“公、勤、拼、实”的特力精神，

推动形成上下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奋斗者团队。 

1.珠宝第三方业务： 

（1）深珠宝公司：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实现增值服务创造收益。 

（2）宝库供应链公司：围绕保税平台，开展和优化合

规的供应链创新业务，提供高于标准的高端保管箱服务。 

（3）双创基地：完善设计创意拓展与创新创业孵化服

务体系，实现双创基地顺利验收；加快项目培育。 

2.商业运营管理业务： 

（1）特力珠宝大厦：优化自身商管运营体系，提升整

体商业管理效能，保持良好市场竞争优势；打造专业服务运

营模式，增加品牌溢价能力。 

（2）特力家居生活体验馆：高质量运营，拓宽品牌知

名度。 

（3）特力金钻交易大厦:一二期业态联动，优化定位和

招商方案。 

3.汽车服务业务：在保持汽车销售及服务业务规模稳定

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管理和经营模式，积极探索汽车增量业

务新模式。 

4.特力金钻交易大厦建设工程和更新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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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力金钻交易大厦项目：按照计划稳步推进，2021

年底前完成建筑主体封顶。 

（2）布心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实

施方式等工作的报批。 

5.完善“十四五”战略规划、跟踪战略分解工作 

瞄准“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分解目标，分析经营数

据，抓好战略重点，提升工作效益。 

6.完善人才梯队建设体系，全面增强人才培养质量 

（1）保证人才有效供给，加大后备人才、继任者培养

力度。 

（2）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个人学习地图，

优化培训方式。 

（3）持续优化薪酬绩效管理体系，做到人才的差异化

薪酬、目标化考核和市场化退出。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在战略落地、项目运营的过程中，我们将客观、清晰地

认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 

1.宏观经济形势波动带来的风险 

受国内外疫情、金融去杠杆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进入

调速换挡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加大，

2021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短

期内仍会冲击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环境对公司经营带来不确

定影响。 

针对这一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类防范措施，一是继

续强化管理，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率，挖潜增收，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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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业务盈利水平；二是推动项目落地，开拓增量市场，扩

大业务规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提

供良好基础。 

2.战略分解及项目落地带来的风险 

近年来公司全力推进转型战略目标，多个战略项目已先

后落地，但在深度切入行业的过程中，公司也越来越清晰的

认识到将面对的各种困难及风险。全新的商业模式、技术特

征、供求关系、客户需求、风险因素、人力资源要求，怎样

识别技术发展能力，怎样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何在

市场中走出创新发展的路径，都是公司亟待解决的全新挑

战，对公司在新业务布局中的资源整合能力、项目管理能力

和专业人才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这一风险，公司一方面将继续坚定转型信念，按照

既定的整体发展战略及经营策略，充分论证，谨慎决策，精

细管理，市场化运作，确保战略项目取得良好投资收益，积

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公司将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借助

完成“双百行动”的契机，探索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调

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有效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5日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三、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442万元，比上年同期57,107万元减少14,665万元，下降25.68%；剔除因疫情减免3个月租金3,038万元，实际实现营业收入45,480万元，比上年同期57,107万元减少11,627万元，下降20.36%。收入变动主要是：①四川珠宝公司本年停止运营，收入同比减少17,190万元；②华日公司因本年亚洲龙和威尔法两种中高端新车型销量增加,致汽车销售收入同比增加6,878万元，增长31.77%。公司实现利润总额7,670万元，比上年同期30,260万元减少22...
	四、主营业务分析
	六、投资状况
	（一）总体情况
	（二）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三）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七、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