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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2020-006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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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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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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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期 股票代码 0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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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新 田宏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号 1幢
1 层 8 号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 号 1 幢
1 层 8 号 

传真 010-65807863 010-65807863 

电话 010-65807596 010-65807596 

电子信箱 000996@cifco.net  000996@cifco.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维修、美容、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金融服务、

汽车保险经纪、汽车电子商务等。近年来汽车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品牌、集团化、跨区域的发展趋势，大型经销商集团在资源
整合、创新发展方面独具优势。由于公司近几年在汽车服务行业没有增加投入，业务规模偏小，运营成本高，无法形成规模

效应、联动效应，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且报告期内受到东风悦达起亚整体销量下降影响。2019年公司实现汽车服务业务

收入62,262,119.4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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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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2,307,786.31 66,556,087.52 -6.38% 60,928,57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5,903.00 13,917,127.50 -59.86% 30,292,09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9,147.18 11,265,739.37 -4.32% 30,262,51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29,788.72 -11,748,051.99 -22.83% -11,248,38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2 0.0440 -63.18% 0.0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2 0.0440 -63.18% 0.0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0.68% 0.24% 4.7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675,197,559.96 696,629,195.18 -3.08% 599,986,96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2,414,041.25 606,248,328.64 -22.08% 529,776,8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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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8,342.27 22,328,886.63 10,770,779.07 17,589,77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147.78 1,993,970.28 2,774,024.91 1,158,05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3,339.18 1,949,963.81 2,769,942.00 6,352,58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1,090.02 8,894,031.63 713,811.64 -23,871,5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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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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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44% 

67,077,60

0 
0 质押 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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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华 
境内自然
人 

1.05% 3,620,000 0   

郑永孝 
境内自然
人 

0.50% 1,723,700 0   

周俊虎 
境内自然
人 

0.50% 1,722,617 0   

林强生 
境内自然
人 

0.47% 1,634,515 0   

李文静 
境内自然
人 

0.45% 1,557,801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

人 
0.45% 1,550,000 0   

陈奕斌 
境内自然

人 
0.43% 1,485,900 0   

郝俊 
境内自然
人 

0.39% 1,329,000 0   

王立东 
境内自然
人 

0.35% 1,21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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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或转融通业务情况，其中：第一
名中期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15077600 股；第二名张亚华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3430000 股；第四名周俊虎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47149 股；第五名林强生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34515 股；第六名李文静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57801 股；第七名李葛卫通过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 股；第九名
郝俊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29000 股；

第十名王立东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1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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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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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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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全国汽车销售行业总体呈下滑态势，由于公司计划进行战略转型，多年来对汽车销售行业没有增加投入，公司

汽车销售品牌单一且尚未形成有效影响力、规模小成本高、销售渠道弱化，报告期内，尽管公司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销售，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还是处于进一步降低的趋势。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困难的经营形势，加之公司目前主营业务规模较小，

市场竞争力较差，公司在资产重组中止后积极推动业务转型，调整公司业务结构，于2019年12月公司收购北京中期时代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中期时代有基金销售资质，公司拟聘请专业基金销售团队，发展基金销售业务，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30.78万元，同比下降6.37%，实现营业利润 552.2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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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销售业务 53,628,536.26 5,320,567.04 9.92% -6.00% 556.58% 8.50% 

汽车维修业务 6,849,763.71 3,018,299.20 44.06% -4.35% -12.41%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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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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9.8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公司的净利润下降导致公司投资收益

下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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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对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②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债务重

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
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③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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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2019年属于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情形，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的变化，
主要是执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化，在以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反映。财会〔2019〕6号中还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 

公司执行此项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金额 

1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2,370,992.4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70,992.45 

2 应付票据 27,325,854.00 

应付账款 1,165,324.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491,178.40 

④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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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

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

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9年1月1日首次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调整后，未改变本公司留存收益及股权权益。 

B.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改变对本公司金融资产项目账面价值无影响； 

C.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无影响； 

⑤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无。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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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因取得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控制权，因此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动。 

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  目 北京中期时代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资产： 60,262,544.25 70,487,147.62 

货币资金 294,816.26 303,284.85 

其他应收款 59,560,630.53 69,751,923.61 

其他流动资产 77,053.56 65,728.59 

固定资产 2,043.90 2,043.90 

无形资产 328,000.00 364,166.67 

负债： 57,447.67 10,081,555.86 

净资产 60,205,096.58 60,405,591.76 

减：少数股东权益 - - 

取得的净资产 60,205,096.58 60,405,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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