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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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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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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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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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31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5,709.15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30,953.77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49,176.32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74,755.38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为60,694.87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0.72%，2019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7,193.4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3.70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2019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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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7,7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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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1,901.15 21,411,100.36 

预付款项 注释3 500,754.23 486,382.72 

其他应收款 注释4 4,883,547.84 15,614,442.47 

存货 注释5 25,257,3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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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21,901.71 88,541,780.30 

流动资产合计 188,643,205.02 208,141,7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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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34,908,540.18 438,275,786.44 

在建工程 注释8 333,062,438.33 286,699,320.4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注释9 31,137,476.73 30,897,629.4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10 32,585,589.78 34,638,22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释11 29,650,276.53 30,403,935.17 

其他非流动资产 注释12 7,104,015.46 6,978,764.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8,448,337.01 827,893,659.39 

资产总计 1,057,091,5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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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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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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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0,238,432.49 91,938,963.54 
预收款项 注释15 3,631,760.00 1,908,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注释16 1,976,965.93 2,126,708.22 
应交税费 注释17 599,863.28 42,641.96 
其他应付款 注释18 14,158,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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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763,243.45 457,954,588.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注释20 255,790,572.19 268,580,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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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5,790,572.19 268,580,100.80 
负债合计 747,553,815.64 726,534,6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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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61,077.74 -90,598,117.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9,537,726.39 309,500,686.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57,091,5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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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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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33,986.31 28,917,051.74 
减：营业成本 注释24 54,238,660.39 23,912,409.65 

税金及附加 注释25 590,602.26 380,204.20 
销售费用 注释26 1,086,919.62 218,697.62 
管理费用 注释27 5,795,422.99 3,819,720.33 
研发费用 注释28 4,865,469.63 2,259,175.50 
财务费用 注释29 6,574,915.75 6,345,918.92 

其中：利息费用 7,125,328.44 6,630,108.76 
利息收入 -74,054.06 -5,437.82

资产减值损失 注释30 1,006,953.73 3,998,769.20 
加：其他收益 注释31 3,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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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 780,041.94 -12,017,843.68

加：营业外收入 注释33 10,862.26 24,840.00 
减：营业外支出 注释34 205.95 155.04 

三、利润总额 790,698.25 -11,993,158.72
减：所得税费用 注释35 753,658.64 -17,812,027.68

四、净利润 37,039.61 5,818,868.96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37,039.61 5,818,8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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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9.61 5,818,8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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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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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5,606.46 23,729,333.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9,036,748.97 177,009.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8,242,355.43 23,906,342.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257,280.58 28,208,498.4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140,327.64 6,173,126.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807.70 9,393.2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14,317,489.51 2,364,088.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745,905.43 36,755,10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96,450.00 -12,848,7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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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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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384,530.02 66,783,4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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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4,530.02 66,783,498.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84,530.02 -66,783,498.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3,454,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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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4,931.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789,528.6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881,977.19 4,576,130.3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36 73,781.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745,287.75 4,576,130.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45,287.75 118,878,800.6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44 308,006.5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633,368.21 39,554,5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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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7,787.01 53,350,5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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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