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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ST 金宇                        公告编号：2018-48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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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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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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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金宇 股票代码 0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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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辉 潘茜 

办公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嘉南路三段 1 号盛世

天城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嘉南路三段 1 号盛世

天城 

电话 0817-6170888 0817－6170888 

电子信箱 scjymy@vip.sina.com scjymy@vip.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617,193.07 14,703,936.14 1,20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5,057.03 -25,250,398.04 -10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6,660.79 -25,205,110.71 -1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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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02,071.94 -9,435,137.33 163.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0 -10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0 -10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51.75% 53.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80,351,697.05 1,297,315,616.37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701,097.40 78,256,040.37 1.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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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1% 30,026,000  质押 30,026,000 

南充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4% 15,508,455    

西藏瑞东财富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瑞东梧

桐一号投资基

金 

其他 7.10% 9,063,615    

北京北控光伏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8% 7,762,854    

北清清洁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4% 3,760,200    

天津富驿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1% 3,716,400    

天津富桦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1% 3,713,800    

天津富欢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8% 3,680,746    

北信瑞丰资产

－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瑞东

麒麟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75% 3,513,840    

北京柘量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2,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已知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清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富驿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富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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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瑞

东梧桐一号投资基金与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北信瑞丰瑞东麒麟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不再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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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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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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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年初制订的“逐渐调整公司产业布局，向新能源设备等高端制造领域转型”的战略方向，重点发

展新能源电气设备及高压电极锅炉业务，公司经营业绩获得初步改善。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09.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51万元，较去年同期成功扭亏，前述业绩变化主要系合并智临电气业绩

及上半年公司发展高压电极锅炉业务所致。 

其中，新能源电气设备业务方面，2018年上半年受531光伏政策影响，全行业进入下行通道，公司业务也有所减少。同

时考虑到回款风险等因素，公司上半年承接项目约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1.15亿元，占公司上半年总营收的59.67%。上半

年实现收入的项目依然来源于光伏、风电、电网等客户的预装式变电站、集成光伏逆变站及光伏设备等。另外，清洁能源替

代的业务中电厂调峰、城市供暖、工业蒸汽都在有序推进。 

高压电极锅炉供热设备业务方面，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在深入挖掘现有营销网络潜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股东产业优

势，顺利实现了8台40MW瑞典阿帕尼品牌高压电极锅炉的销售工作。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0.7亿元，占公司上半年总营收的

36.49%。 

丝绸、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汽车销售这几项传统业务公司上半年逐步收缩，合计实现营业收入738.95万元，较去年

同期降低49.4%。 

除上述业务外，公司积极扩展新业务。公司与天津云科科技合伙企业共同设立的北控智能云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拟

于本年度下半年开展能源大数据、能源物联网业务，主要致力于新能源装备智能化改造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监控及运维

服务。该项业务将与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分散公司新能源装备业务受下游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波动影响的风险，

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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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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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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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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