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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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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巍 工作原因 沈毅

独立董事 姚荣涛 身体原因 沈佳云

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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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为-252,732,520.97元，截止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数为-526,501,244.91元，因

此董事会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赠股本。 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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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华控股 60065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鑫 朱旭岚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宁波路1号 上海市宁波路1号

电话 （021）63372010,63372011 （021）63372010,63372011

电子信箱 stock@shkg.com.cn stock@shkg.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分

为四个板块，即汽车消费服务类业务、新能源业务、少量房地产业务及类金融板块。

1、 公司汽车消费服务类业务主要为汽车销售服务业务及汽车文化产业园。

公司汽车销售主营华晨旗下的中华、金杯、华颂等品牌、宝马等中高端品牌及少量其他

品牌汽车整车销售和服务。公司通过向华晨品牌汽车厂家采购整车并向二三级经销商开展

整车经销业务，通过控股及合营联营的4S店开展含宝马等多个品牌整车零售和服务业务。

公司汽车文化产业园是公司汽车消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通过区域布局，获取

优质地块，通过定期及不定期举办展会等活动吸引厂商及客户，打造汽车文化产业园区金

融、二手车、综合维修、配件交易等产业链。

2、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是风力发电场及光伏发电场的经营，通过风力及光伏发电并

网向国家电网公司进行销售。此外，公司积极跟进国家售电侧改革步伐，分别在内蒙古及辽

宁省注册设有两家售电公司。

3、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主要是湖南洪江项目开发、销售，以及申华金融大厦租赁。

4、 类金融板块主要是融资租赁业务。公司参股的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在汽车领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二）2019年行业情况分析

1、汽车消费产业

2019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与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

现负增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我国2019年全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

辆和2576.9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 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36万辆

和2144.4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9.2%和9.6%。 2019年，车市进入购置税减免政策退出

后的调整周期， 叠加宏观经济下行导致的消费信心不足和消费者抱有的持币观望情绪，汽

车消费动力明显偏弱。 此外，部分一线城市提前实施国五、国六排放标准切换，经销商为清

库存开展大规模“甩卖” ，透支了车市下半年的销量。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9年国

内车市仍处在下行通道，销量下滑态势有增无减。 处在汽车产业的变革时期以及市场结构

的调整期，自主品牌的生存空间遭受了巨大的挤压,在各细分领域均“失守” ，销量和市场

份额占比全线下滑。 高端品牌在消费升级和价格下探双重推动力的作用下，销量和市场份

额继续保持正增长。

2、新能源产业

2019年中国用电需求保持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

量71422.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3.5%。 其中，2019年风电发电量4057亿千瓦时， 首次突破

400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5.5%，平均弃风率4%，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 2019年全国

光伏发电量达22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 弃光电量为46亿千瓦时，弃光率降至2%，弃

风弃光状况在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

3、房地产

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194亿元，比上年增长9.9%，对

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商品房销售面积171558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0.1%，其

中， 住宅销售面积增长1.5%， 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14.7%，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15.0%。 房地产市场在“房住不炒”的战略定位指导下，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落实城市

主体责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线下实体商业遭受冲击，投资者愈加谨慎，市场整体需

求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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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7,362,349,312.80 8,348,709,962.39 -11.81 9,939,779,582.67

营业收入 7,358,844,181.14 7,146,148,922.95 2.98 5,802,474,68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732,520.97 341,073,558.82 -174.10 -570,794,17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87,892,172.95 -913,330,252.52 68.48 -596,374,42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9,609,834.91 2,147,678,657.56 -12.48 1,810,276,61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196,214.67 304,981,505.92 -314.50 -468,421,76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8 0.1752 -174.09 -0.29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8 0.1752 -174.09 -0.2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84 17.235 减少29.82个百分点 -2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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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827,274.62 1,933,364,003.15 1,683,777,659.33 2,008,875,24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398,662.50 4,850,856.45 -40,332,875.07 -228,649,16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345,596.41 -9,308,397.89 -48,935,307.16 -188,302,87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547,905.76 -527,732,220.31 -42,831,141.92 -63,084,9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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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2,39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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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华晨汽车集

团控股有限

公司

249,085,266 12.8 无 国有法人

辽宁正国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197,280,000 10.14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华益新

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79,204,052 4.07 未知 其他

诸宗南 6,283,945 20,793,325 1.07 未知 其他

顾红 2,691,500 8,969,100 0.46 未知 其他

李云 7,270,100 8,270,100 0.42 未知 其他

吴春燕 7,535,030 7,535,030 0.39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4,978,100 0.26 未知 其他

吕长胜 3,283,500 3,283,500 0.17 未知 其他

李鼎兴 -1,068,000 3,233,587 0.17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 前十名股东中1、2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两者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

动关系，第3至第10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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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59亿元，同比增加2.98%，主要是由于本年宝马品牌市

场销售情况较好， 致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5,

273.25万元，同比减少174.10%，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处置广发股权及华晨汽车租赁股权取

得的投资收益较大，另上年计提商誉减值等资产减值较大，本年租赁退出合并减少本年亏

损，三项综合致本年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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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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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解读》,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进

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8年期末）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9年期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33,779,477.76

应收票据 4,545,397.22

应收账款 629,234,080.5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00,362,122.21

应付票据 249,317,038.00

应付账款 651,045,084.2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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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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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纳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共有2家企业新纳入合并范围，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汽车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设立公司北京申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丰田金杯技师学

院投资设立公司沈阳丰金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 退出合并企业

报告期内，共有8家企业退出合并范围，其中通过资产处置退出6家，分别为：宿州融申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沈阳申华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清算退出2家，分别为重庆正腾起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

庆祥风驭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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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

海以现场+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8名，张巍董事委托沈毅董事进行表决，姚荣涛独立董事委托沈

佳云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航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1、《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9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252,732,520.97元，截止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数为-526,501,244.91元，

因此董事会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19号公告。 ）

5、《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20号公告。 ）

7、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21号公告。 ）

8、《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详见临2020-22号公告）

上述第1、2、3、5、7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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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

以现场+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

席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孙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1、《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9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252,732,520.97元，截止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数为-526,501,244.91元，

因此公司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经审议，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

4、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19号公告。 ）

5、《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20号公告。 ）

7、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临2020-21号公告。 ）

8、《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详见临2020-22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无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同意对外披露。 同时，监事会同意将上述第1、2、3、5、7项议

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定期报告、财务状况、信息披露情况、规范运作情况、关联交易情况、

收购与出售资产等方面的工作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

运作，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行为，及时、全面、准确的披露了公司应披露事项，各项交易价格是本着客观、公允的原则来

确定的，无内幕交易行为发生，也未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对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对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决策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

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监事会决议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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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20-19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一、 计提事项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夯实公司资产质量，公司总部及下属各子公司于2019年末，

对应收款项、存货及长期资产进行了全面核查，现对长期无法收回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并对部分款项予以核销，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对存

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1、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应收款项进行减值测试， 对部分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总计20,548,

809.33元。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20,548,809.33

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20,548,809.33元。

2、 存货跌价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

本的存货，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对同类存货项目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总计44,100,333.35元。 对2019年财报影

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44,100,333.35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

润44,215,510.05元。

3、其他流动资产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其他流动资产进行减值测算，按照资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总计1,041,034.66元。 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

额、减少净资产1,041,034.66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530,927.68元。

4、 固定资产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算，按照资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总计702,376.65元。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减少

净资产702,376.65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702,376.65元。

5、 无形资产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算，按照资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总计27,958,554.57元。 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额、

减少净资产27,958,554.57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27,958,554.57元。

6、 商誉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算，按照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

金额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计13,797,100.00元。 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

减少当期损益、 减少资产总额、 减少净资产13,797,100.00元， 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

13,797,100.00元。

7、 长期待摊费用减值计提

公司在年末对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减值测算，按照资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的差额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总计3,404,602.35元。 对2019年财报影响为：减少当期损益、减少资产总

额、减少净资产3,404,602.35元，减少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3,404,602.35元。

8、应收款项坏账核销

公司对年末确实无法收回且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总计16,006,678.55元，

申请予以核销。

二、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司上述处理对2019年的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为：增加信用减值损失、增加资产减

值损失、减少资产总额、减少净资产111,552,810.91元，减少归母净利润111,157,880.63

元。

三、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

有合理性，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此次应收款项坏账、存货跌价、长期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

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事项。

五、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存货跌价、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符合

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决策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

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 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20-20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修订的最

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以下统称“新收入准则” ），执行企业准则的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按

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对相关会

计准则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

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

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

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本次新准则的实施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

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通知及

准则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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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1985年9月 是否从事证券服务行业 是

执业资质 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31000003），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57），并在美国PCAOB注册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5幢1088室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孙勇 合伙人数量 41人

2019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数量

注册会计师 334人

从业人员 1045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698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近一年变动情况 2019年初注册会计师人数296人，新注册54人、转入25人、转出41人

3、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45,620.19万元 上年末净资产 3,048.62万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含A、B股）年报审计

情况

年报家数 59家

年报收费总额 5,049.22万元

涉及主要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房地产

业等

资产均值 60.97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金额：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2004年起购买职业保

险，不再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购买的职业保险年累计赔偿限额：2亿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概况：

（1）刑事处罚：无

（2）行政处罚：2次

（3）行政监管措施：6次

（4）自律监管措施：无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楼光华，会计学硕士，中国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注册会计师、中

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1994年起从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曾担任上海长江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部门经理助理、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审计项目经理、

上海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所长，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主要从事申华控股等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庆香， 管理学硕士， 中国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注册会计师。

2013年起从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担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

计项目经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6年。

2、项目成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

诚信记录如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自律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三）审计收费

2019年度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300万

元，内控审计费用为100万元，合计400万元。 较上年费用增加5.2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和市场行情等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

商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历年的审计

过程中勤勉尽责，提供的审计业务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性。 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并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审及内控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且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同时，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2012年起为公司提供

财务审计服务，全面开展内控审计工作，因此，我们同意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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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第四号———电力、第五号———

零售》的要求，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商业 1,041,759,957.35 987,168,920.66 5.24 -40.88 -41.37 0.79

房地产 7,141.90 1,753,308.67 -24449.61 -99.96 -89.80 -24444.42

服务业 7,661,518.99 4,235,741.14 44.71 -1.75 2.66 -2.38

制造业 -100.00 -100.00

新能源业 47,927,429.87 20,286,186.88 57.67 4.14 0.40 1.57

减：内部抵消 8,786,999.69 9,112,912.99 -3.71 -93.61 -93.36 -3.92

其中：关联交易 19,605,521.78 14,261,094.86 27.26 -63.82 30.50 -52.57

小计 1,088,583,876.42 1,004,331,244.36 7.74 -36.38 -37.43 1.56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汽车销售 1,041,759,957.35 987,168,920.66 5.24 -40.88 -41.37 0.79

汽车后市场 -100.00 -100.00

新能源发电 47,927,429.87 20,286,186.88 57.67 4.14 0.40 1.57

房产销售 -100.00 -100.00

其他 7,668,660.89 5,989,049.81 21.90 -1.33 45.83 -25.26

减：内部抵消 8,786,999.69 9,112,912.99 -3.71 -93.61 -93.36 -3.92

小计 1,088,569,048.42 1,004,331,244.36 7.74 -36.38 -37.43 1.56

二、 分行业情况

1、 汽车产业：

（1）汽车销售：1-3月，公司实现宝马品牌销售3152台，同比下降25%，主要原因是由

于疫情影响，2月份汽车销量明显下降；公司实现中华、金杯、吉利等品牌整车销售共880台，

同比下降78.65%；其中批发业务销售47台、同比下降98.1%，主要下滑原因是主机厂批发业

务的战略调整以及受疫情影响；其中零售业务销售833台，同比下降54%，主要下滑原因是

受疫情影响，导致2月份销量大幅下降。

（2）汽车文化产业园：2020年第一季度，渭南申华汽车文化产业园逐步完善项目产业

链条的整合，丰富产业业态，全力提升服务质量。 截止报告期末，园区实现落地汽车品牌4S

店达21家，其中已投入运营的汽车品牌4S店17家；本季度内重点开展了1家4S店（名爵）合

同条款商谈和2家4S店（比亚迪、比亚迪新能源）施工图纸的设计与沟通；加大商用车招商

力度，实现了7个品牌的签约入驻；启动二手车市场的招商，实现部分二手车商先行入驻；实

现4S店及其他入驻商户共计25家。

开封申华汽车文化产业园已投入运营汽车品牌4S店8家，主体工程建设完工4S店3家，

二手车专业市场1个，入驻二手车商户20家。 一季度，开封汽博园主要围绕4S店、驾校、汽车

检测线及二手车市场等相关业态开展招商活动，加强园区内部运营管理，力争完善产业链

和提升服务质量。

2、 新能源产业发电情况：

发电量(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上网电价(元/兆

瓦时)

经营地区/发电类型 1-3月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1-3月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1-3月

内蒙古自治区/风电 2632 2682 -1.86% 2508 2559 -1.99% 465.89

辽宁省/风电 6456 6283 2.75% 6294 6162 2.14% 599.14

云南省/光伏发电 791.4 863.8 -8.38% 781.1 852 -8.32% 835.98

合计 9879.4 9828.8 0.51% 9583.1 9573 0.11% --

3、 房地产：

报告期内，公司切实做好现有地产项目的有序清理，继续回笼资金。湖南洪江市湘水国

际一期项目第一季度实现住宅销售1套，累计去化率93%；实现商铺销售1套，累计去化率

46%，实现车位销售2个，累计去化率22%。 西安“曲江龙邸” 处于清盘阶段，报告期内实现

车位销售8个，累计去化率66%。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

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2.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巍 董事 工作原因 沈毅

姚荣涛 独立董事 身体原因 沈佳云

2.3�公司负责人李晓航、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杨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28,156,097.23 7,362,349,312.80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39,418,148.68 1,879,609,834.91 -2.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293,877.73 -20,547,905.76 -577.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1,094,457.43 1,732,827,274.62 -3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03,338.35 11,398,662.50 -45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907,902.37 -41,345,596.41 -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2 0.529 减少2.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7 0.0059 -45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7 0.0059 -450.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03,590.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28,850.1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334,163.2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2,711.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868.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4,011.82

所得税影响额 -219,447.96

合计 3,704,564.02

2.6�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2,3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49,085,266 12.80 无 国有法人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80,000 10.14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4.07 未知 其他

褚宗南 20,127,625 1.03 未知 其他

李云 10,000,100 0.51 未知 其他

朱京展 8,676,300 0.45 未知 其他

顾红 8,528,800 0.44 未知 其他

吴春燕 6,505,420 0.33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78,100 0.26 未知 其他

吕长胜 4,588,097 0.24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49,085,266 人民币普通股 249,085,266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280,000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人民币普通股 79,204,052

褚宗南 20,127,625 人民币普通股 20,127,625

李云 10,0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100

朱京展 8,676,300 人民币普通股 8,676,300

顾红 6,505,420 人民币普通股 6,505,420

吴春燕 6,505,420 人民币普通股 6,505,42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78,100

吕长胜 4,588,097 人民币普通股 4,588,0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第1、2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两者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

系，第2位至第10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11,094,457.43 1,732,827,274.62 -35.88

主要是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013,872,200.74 1,610,274,700.08 -37.04

销售费用 20,036,154.95 36,255,269.69 -44.74

财务费用 43,481,519.04 29,061,113.13 49.62

主要是由于本期较

上年同期平均融资

规模增加所致。

所得税 6,054,452.12 12,269,316.45 -50.65

主要是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大幅减少， 利润

下降所致。

利润总额 -25,415,801.60 36,661,022.43 -169.33

主要是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大幅减少， 且无

上年同期类似的政

府补助， 导致本年

利润大幅下降。

净利润 -31,470,253.72 24,391,705.98 -229.0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40,203,338.35 11,398,662.50 -452.7

少数股东损益 8,733,084.63 12,993,043.48 -32.79

货币资金 635,222,933.81 1,283,341,502.16 -50.5

主要是由于本期归

还借款较多所致。

预付账款 781,339,642.63 505,174,908.43 54.68

主要是由于本期与

供应商的往来款项

尚未结清所致。

其他应付款 742,924,865.41 535,661,523.39 38.69

主要是由于本期新

增企业间拆解所

致。

短期借款 1,283,276,298.99 1,875,905,731.08 -31.59

主要是由于本期归

还借款较多所致。

经营活动 -139,293,877.73 -20,547,905.76 -577.9

主要是由于本期采

购支出较上年同期

增加， 致本期经营

活动净流量较上年

同期有所减少。

投资活动 -20,231,227.35 -460,833.41 -4290.14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

期投资的收回金额

较大， 致本期投资

活动净流入较上年

同期有所减少。

筹资活动 -343,882,157.96 144,778,677.33 -337.52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

司融资净流入较上

年同期减少， 致本

期筹资活动净流量

较上年同期有所减

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拟发行不超过5亿元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详见2020-07号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航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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