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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054                            证券简称：建车 B                            公告编号：2021-016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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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 董事 出差在外 周勇强 

张迪 董事 出差在外 董其宏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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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车 B 股票代码 2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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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虎山 李文玲 

办公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传真 023-66295333 023-66295333 

电话 023-66295333 023-66295333 

电子信箱 cqjsmc@jianshe.com.cn cqjsmc@jiansh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车用空调压缩机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旋叶式铁质和铝质压缩机、活塞式定排量压缩机和电动压缩机，覆

盖18cc至480cc排量。主营产品荣获“中国著名品牌”、“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高质量产品”、“中国进入WTO推荐产品”

等称号。产品战略合作客户包括法国标致、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吉利汽车、东风日产等整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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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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851,845.25 791,487,434.18 -6.40% 971,804,00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5,942.45 -121,128,719.93 -101.17% 10,543,24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41,022.22 -119,395,985.23 -63.11% 9,074,66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013,126.67 13,414,357.42 1,130.12% 162,824,51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1.0147 -101.18% 0.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1.0147 -101.18% 0.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52.05% -101.58% 3.6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186,697,453.77 1,190,147,356.58 -0.29% 1,461,770,57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588,673.06 172,172,730.61 0.82% 293,301,4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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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86,309.82 175,203,952.03 202,858,501.83 203,403,08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37,509.94 -10,457,910.38 40,472,240.13 -4,360,87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29,373.91 -10,168,757.58 -2,059,817.75 -7,483,07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63,192.63 51,958,701.35 47,434,377.12 44,456,8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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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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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13% 84,906,250 84,906,250   

顾作成 境内自然人 1.89% 2,261,000 2,2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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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恒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1,750,000 1,750,000   

刘丹 境内自然人 0.77% 918,251 0   

许元晖 境内自然人 0.65% 777,889 0   

陈新强 境内自然人 0.51% 612,400 0   

CORE PACIFIC-YAMAICHI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0.44% 531,150 0   

张美兰 境内自然人 0.43% 513,560 0   

冯永辉 境内自然人 0.42% 500,000 500,000   

李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6% 434,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资股东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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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2020年度预算目标为汽车空调压缩机销量200万台，销售收入7.7亿元。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度公司实际销售汽

车空调压缩机186.1万台，同比减少7.24%；实现营业收入7.4亿元；产品毛利率13.21%，较上年度增加3.60个百分点。实现

营业利润-375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8358万元。因本年度收购平山泰凯股权实现营业外收入4098万元，公司实现利润14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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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摩托车配件 731,571,361.31 -37,589,859.82 13.21% -6.35% 268.9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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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利润总额191.5万元，较上年减亏12281万元。主要因毛利率较同期增加3.60个百分点，致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

亏8358万元，以及收购平山泰凯股权实现收益4098万元，计入公司当期营业外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致公司本期

利润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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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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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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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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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收购平山泰凯50%股权后，公司合计持有平山泰凯股权100%，平山泰凯纳入合并范围。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颜学钏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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