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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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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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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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200,682,812.76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44,591,281.66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14,430,182.01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和挑

战，从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公司拟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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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资源 600139 绵阳高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娜 秦华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开发区

毕升路256号中加国际16层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开发区

毕升路256号中加国际16层 

电话 028-85917855 028-85917855 

电子信箱 wangna@scxbzy.com hua.qin@scxbz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涉及融资租赁业务及矿产资源板块，通过新设、并购全资子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模式介入各板块业务，各子公司均为具体的经营实体，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经营不同的业务，独立核算，相互带动各板块业务，在客户资源、专业技术及专家团队等方

面资源互补；母公司负责对各子公司的控制与管理，并在管理层中配备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士，

由其负责各产业板块的具体经营活动，除自身业务产生盈利以外，相同板块之间也能发挥一定的

协同效应。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子公司 3 家。其中，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1 家，即交通租赁，矿产

资源板块 2 家，包括拥有金矿矿权的三山矿业以及拥有铜矿矿权的凯龙矿业，均暂未正式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融资租赁业务。 

交通租赁作为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载体，涵盖金融、贸易、财会、法律、工程等业务，

涉及交通、水务、环保、酒业、教育、医疗器械、钢铁、能源、工程机械等行业。业务模式主要

包括直接租赁、售后回租等类型，其中，直接租赁是根据承租企业对设备制造厂商和设备的选择,

与设备制造商签订购买合同并购买设备,出租给承租企业使用,承租企业支付租金，租期结束时,承

租企业可选择续租、退租、留购；售后回租则是向承租企业购买其现有设备,承租企业再以融资 租

赁方式租回设备,同时获得出卖设备对价的流动资金。上述业务模式均由承租企业以货币资金按 

月度或季度向交通租赁进行租金结算。根据其业务性质，交通租赁主要通过向银行及相关金融机 

构借款、保理业务等方式获取资金，从而向客户提供金融租赁服务，并收取租金等以获取收益，

手续费以公司与客户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确定，无具体的收费标准，采用向客户进行信用评级、

租赁标的评估等综合因素进行定价。作为类金融企业，交通租赁盈利模式与传统金融机构相似，

以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获取利息。交通租赁与承租企业签署相关租赁合同后，其财务部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在设备租赁起始日，按相关规定分别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和未实现融资收

益，记录未担保余值，并据此列示长期债权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 内

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二）行业情况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民法典及融资租赁监管新规出台、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我

国融资租赁行业企业数量、注册资金和租赁合同余额增速进一步放缓；从目前已在公开市场发行

债券的租赁企业来看，租赁业务新增投放量减少，租赁资产规模增长乏力，融资成本上升，盈利

水平呈下降趋势。但整体来看，虽然融资租赁行业增长放缓，但盈利仍处于较好水平，融资和资

本补充渠道亦逐步拓宽，资本仍保持充足水平，融资租赁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较好。另一方面，与

发达国家租赁市场相比，我国融资租赁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市场渗透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市场潜力。在融资租赁行业监管趋严背景下，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模式或将

面临一定调整，但另一方面，融资渠道未来或可享有与金融租赁公司相似待遇，这将有助于行业



中优质企业的良性发展，或将出现行业整合机遇。此外，统一监管也将对整合金融监管资源、疏

通金融监管渠道、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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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027,252,584.23 3,224,082,880.29 -6.11 3,497,955,551.42 

营业收入 143,116,133.84 152,844,045.25 -6.36 182,898,416.5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139,575,612.29 152,274,140.35 -7.7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0,682,812.76 -77,719,428.29   2,918,07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718,272.78 -56,906,877.43   -73,969,00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3,596,396.85 352,956,084.61 -56.48 429,352,38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661,148.18 -237,816,655.46   116,258,35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32 -0.1174   0.0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32 -0.1174   0.0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9.44 -19.90 

减少59.54

个百分点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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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7,544.97 36,148,416.33 35,792,956.81 33,847,2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54,050.67 -5,502,555.03 -8,940,531.96 -183,585,6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654,050.60 -5,460,848.41 -8,940,531.96 -38,662,84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737,040.26 72,524,064.08 -47,903,495.84 72,303,5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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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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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恒康发

展有限责任

公司 

0 188,512,037 28.48 0 质押 51,29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建民 327,600 12,467,892 1.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秀娟 917,000 7,667,194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玉庆 3,004,100 3,747,4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钦宝 -1,874,400 3,002,96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兰 200,000 2,966,848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少强 -15,000 2,480,496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47,766 2,348,071 0.35 0 无 0 国有法人 

范菲 1,323,522 2,156,822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青 1,975,700 1,975,7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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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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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单一，规模有限，而融资租赁业务作为公司主营业务的主要来源，因疫

情原因，受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业务发展也受到限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11.61万元，

较上年下降 6.36%，在计提逾期债务违约金、罚息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款后，实现利润总额

-16,672.3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68.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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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

（财会[2018]35 号），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政

策变更，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1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自 2021 年第一季度

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临 2021-031号《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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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户，本年合并范围较上年未发生

变化,本公司各子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石采选、租赁等业务。 

 

 

 

 

 

董事长： 刘新盘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