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1. 名称：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夏青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唐杰雄

5.注册资本：肆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汽车用和通讯、机械及仪表用等各类压

铸件，及其生产用模具等工艺装备和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3,603.54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30,950.07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45,795.46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72,653.47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为56,858.01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0.13%，2018 年营业收入为 15,131.82 万元人

民币，净利润为-4,659.73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2,802.89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29,549.42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48,662.88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73,253.47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为34,140.68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1.26%，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0,322.9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400.65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2019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五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注释1 9,221,651.78 50,541,155.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注释2 13,026,373.05 21,411,100.36 

预付款项 注释3 3,964,530.98 486,382.72 

其他应收款 注释4 4,793,175.83 15,614,442.47 

存货 注释5 31,887,412.48 31,546,856.0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注释6 96,488,716.41 88,541,780.30 

流动资产合计 159,381,860.53 208,141,717.0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注释7 529,745,781.43 438,275,786.44 

在建工程 注释8 230,763,027.52 286,699,320.4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注释9 30,930,808.92 30,897,629.4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10 32,139,270.35 34,638,22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释11 34,998,933.85 30,403,935.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注释12 10,069,206.92 6,978,764.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8,647,028.99 827,893,659.39 

资产总计 1,028,028,889.52 1,036,035,376.4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资产负债表（续）
2019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五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注释13 47,247,603.41 30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注释14 73,355,117.85 91,938,963.54 
预收款项 注释15 400,000.00 1,908,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注释16 2,343,047.90 2,126,708.22 
应交税费 注释17 40,030.49 42,641.96 
其他应付款 注释18 312,084,911.40 10,780,160.73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注释19 51,158,114.44 51,158,114.4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86,628,825.49 457,954,588.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注释20 243,001,043.58 268,580,100.8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904,833.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5,905,876.91 268,580,100.80 
负债合计 732,534,702.40 726,534,689.69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注释21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注释22 98,804.13 98,804.13 
未分配利润 注释23 -104,604,617.01 -90,598,117.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494,187.12 309,500,686.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28,028,889.52 1,036,035,376.4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润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注释24 103,229,214.27 70,700,456.71 
减：营业成本 注释24 83,830,698.57 60,333,189.38 

税金及附加 注释25 1,173,073.26 1,170,017.15 
销售费用 注释26 2,618,107.89 976,824.71 
管理费用 注释27 12,070,767.13 13,340,432.36 
研发费用 注释28 5,801,786.90 
财务费用 注释29 15,842,239.21 16,226,487.17 

其中：利息费用 14,403,445.06 
利息收入 -92,098.09 

资产减值损失 注释30 2,650,987.76 8,721,690.65 
加：其他收益 注释31 2,105,964.67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注释32 24,856.33 
二、营业利润 -18,627,625.45 -30,068,184.71 

加：营业外收入 注释33 26,591.86 43,033.00 
减：营业外支出 注释34 464.75 703.57 

三、利润总额 -18,601,498.34 -30,025,855.28 
减：所得税费用 注释35 -4,594,998.68 -7,459,476.14 

四、净利润 -14,006,499.66 -22,566,379.14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4,006,499.66 -22,566,379.14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 一揽子交易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在丧失控制权之前产生
的投资收益

7.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

六、综合收益总额 -14,006,499.66 -22,566,379.1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金流量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五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7,266,594.08 54,156,072.9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321,061,167.73 572,162.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8,327,761.81 54,728,235.4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5,118,930.02 68,545,075.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133,067.03 14,170,471.1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79,206.28 1,029,522.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14,506,823.28 160,817,021.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138,026.61 244,562,089.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189,735.20 -189,833,854.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95,522.59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5,522.5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2,081,783.49 102,348,889.6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081,783.49 102,348,889.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886,260.90 -102,348,889.6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7,247,603.41 467,279,757.1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247,603.41 667,279,757.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25,579,057.22 47,685,661.3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517,442.30 9,640,854.8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1,774,081.95 48,102,555.6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7,870,581.47 105,429,071.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622,978.06 561,850,685.3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32 -0.0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319,503.44 269,667,941.25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541,155.22 13,796,051.4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221,651.78 283,463,992.7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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