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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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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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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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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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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嘉股份 60009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德智 曾坷 

电话 （028）85155498 （028）85155498 

传真 （028）85178855 （028）85178855 

电子信箱 dmb@hejia.com dmb@hejia.com 

 

1.6   公司拟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122,447,5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 0.4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44,897,900.00 元,占经审计的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合并口径）334,572,306.93 元的 13.4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分为三个板块，供应链管理业务、商业保理业务以及汽车

零部件生产销售业务。     

1、供应链管理业务   

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由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贵州禾嘉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两家子公司完成，主要业务是基于区域内具有强信用的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及服务。 经营

模式主要是提供资金流和信息流。     

基于产业链的供应链管理及服务行业处于发展初期，尤其是基于大宗工业品产业链的供应链

管理及服务基本处于蓝海，未来的潜力无穷，公司处于西南地区大宗工业品供应链管理和服务的

龙头地位。     

2、商业保理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管理及催收、

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业务。经营模式主要是协同供应链管理业务为供应链上的客户提供一系列的

销售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及管理和催收、风险控制等综合金融服务，收取保理利息和保理服务费。    

供应链及保理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是经济下行环境下产业链的信用环境趋于萎缩、流动资金

高度缺乏、银行授信日益收紧、行业周转率严重下滑对流动资金的渴求以及行业加速周转的内在

动力。     

3、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业务为各型凸轮轴的制造和销售。       

汽车零部件生产销售业务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环

节，采购、生产的实施均围绕销售合同订单展开。公司的客户主要为配套市场客户，配套市场的

客户为汽车发动机生产企业，成为汽车生产企业的供应商需要经过严格的认证准入过程，因此，

公司对配套市场客户采用直销模式，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802,619,177.07 771,493,781.64 1,170.60 704,886,043.98 701,116,156.03 

营业收入 5,271,291,350.28 405,008,346.48 1,201.53 388,492,901.55 388,492,90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4,572,306.93 35,432,942.82 844.24 51,692,334.24 51,692,33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663,964.09 35,845,608.91 211.51 37,038,744.25 37,038,74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598,291,905.33 459,121,897.25 1,119.35 423,688,954.43 423,688,95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98,237,900.32 93,724,761.03 -2,658.81 33,435,982.75 33,435,982.75 

期末总股本 1,122,447,500.00 322,447,500.00 248.10 322,447,500.00 322,447,5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3 0.110 320.91 0.160 0.1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3 0.110 320.91 0.160 0.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05 8.03 增加3.02个百

分点 

12.99 12.99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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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52,829.09 86,120,475.59 1,521,627,110.51 3,568,690,93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16,596.28 29,908,721.06 81,324,466.24 210,722,52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548,437.98 29,908,721.06 73,613,891.24 -4,407,08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78,108.86 -403,624,273.54 -1,264,342,609.93 -748,749,125.7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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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22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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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九天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34,423,429 410,423,429 36.57 330,033,003 质押 310,665,61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云南省滇中产

业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30,033,003 330,033,003 29.40 330,033,003 质押 165,000,000 国有法

人 

云南禾溪投资

有限公司 

49,933,994 49,933,994 4.45 49,933,994 质押 49,933,99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2.67 30,000,000 未知 0 国有法

人 

云南国鼎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78 20,000,000 质押 10,000,000 国有法

人 

陈亮 20,000,000 20,000,000 1.78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山东中瑞现代

物流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78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云南兰茂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20,000,000 1.78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鹏华资产－平

安银行－鹏华

资产鲲鹏 2号

资产管理计划 

6,766,810 6,766,810 0.60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83,610 3,383,610 0.30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过去的2015 年，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多重矛盾交织。面对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

济增速持续放缓、市场需求不振的不利局面，董事会沉着应对，围绕 “以转型升级为总目标，以

创新驱动为总抓手，以深化改革为总支撑，认清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开创禾嘉股份改革发展新

局面”的工作思路和各项工作部署，适应新常态，直面新挑战，勤勉尽责，扎实工作，确保了公

司的健康发展。 

2015年7月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48.48亿元。2015年8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滇中

供应链和滇中保理进行了增资，取得滇中供应链和滇中保理的控股权，由此公司迈出了产业结构

调整、业务转型升级的有力一步。 

报告期内，供应链业务和商业保理业务成为公司新的核心业务，是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

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来看，供应链管理业务和商业保理业务作为新的核心

业务，优势凸显，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供应链管理业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14亿元，占公司全部

营业收入的91.33%，实现净利润1.25亿元。其中，滇中供应链收入44.58亿元，净利润1.08亿元；

贵州供应链收入3.56亿元，净利润1678万元；商业保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5亿元，占公司全部

营业收入的2.57%，实现净利润7510万元；汽车零部件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2亿元，同比下降

20.90%，实现净利润3134万元（未包括土地转让净收益1.03亿元），同比下降28.51 %。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71亿元，同比增长1202%，实现利润总额4.56亿元，同比增长

929.74%，实现净利润3.52亿元，同比增长894.0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5亿元，

同比增长844.24%。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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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因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工作已 2015 年 7 月 1 日完成，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构成、盈利模

式及经营业态已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反映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情况，对本公司应收款项政策及应收款项坏帐准备计提做出调整。

根据规定，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日为 2015 年 4 月 1 日，此变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合并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8月 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公告》（公告

编号：2015-039）。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不适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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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4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

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2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7.5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