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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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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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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海凤凰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886,068.27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全部用来弥补以前年度

的亏损，结转后本年度末分配利润为-55,132,860.78 元，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6 年度不实施对股

东的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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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凤凰 600679 金山开发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凤凰B股 900916 金山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峰 朱鹏程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6座5楼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6座4楼 

电话 021-32795656 021-32795679 

电子信箱 lf@jskfjs.com zpc@jskfj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自行车、助动车、两轮摩托车、童车、健身器材、自行车工业设

备及模具，与上述产品有关的配套产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城市和绿化建设，旧区改造，商业

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物业、仓储、物流经营管理。” 

公司主营凤凰自行车整车业务具有完善的品牌管理、生产研发和产品销售体系，生产销售的

凤凰牌自行车系列产品，不仅远销欧美拉非等国际市场，更是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畅销产品。2015

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通过购入自行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华久辐条，推动公司的自行车业

务从整车向上游零部件延伸，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自行车业务的经营规模和竞争能力。 

除自行车业务外，公司还从事房地产开发及准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行业情况 

2016 年，中国自行车行业面临的整体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行业内外市场增长动力偏弱，

总体需求疲软。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生产方面：2016 年中国国内自行车总产量为 8005 万辆，同比下

降 0.26%，自行车行业的总体生产规模持续缩减；出口方面：自行车整车出口 5757 万辆，同比下

降 0.4%，自行车整车出口额为 3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7%，自行车零部件出口额 23.5 亿元（人

民币），同比下降 8.4%，国外需求疲软对自行车行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自 2016 年 4 月开始，国内自行车共享经济开始盛行，到目前为止，涌现的共享单车品牌约有

30 余家，按照部分共享单车运营商公布的投放计划，短期内共享单车将给自行车制造行业带来新

一轮的繁荣。但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也给行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自行车的品种大幅下降、质量

中低端化、品牌逐步边缘化等问题逐步出现，给自行车行业“多样化、高端化、品牌化”的发展

方向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总体而言，在自行车制造业中，共享单车只是其中的一个分类，共享经

济和自行车的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一个体现，并将为行业从低端走向高端开辟出新

的路径。（部分摘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马中超先生讲话，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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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757,514,355.23 1,678,650,100.70 4.70 1,212,273,677.32 

营业收入 630,134,222.92 460,749,421.58 36.76 609,412,373.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886,068.27 3,656,005.03 1,346.55 38,593,906.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573,342.19 -23,530,283.17 不适用 -62,607,758.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62,955,703.17 1,218,591,015.81 3.64 664,862,197.6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031,721.13 29,802,127.67 7.48 107,967,738.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1 0.0103 1,171.84 0.109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1 0.0103 1,171.84 0.109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248 0.549 增加3.70个百分

点 

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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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08,392.63 184,187,204.33 172,624,277.57 172,414,34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73,701.76 11,342,189.08 17,343,213.17 18,526,9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82,938.92 10,079,440.60 16,996,008.88 9,514,95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736,721.25 -37,570,963.94 10,004,378.32 28,861,585.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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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0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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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6,000,000 111,154,838 27.64   

无   国有法人 

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4,619,800 43,959,485 10.93 43,959,395 质押 43,959,395 境内非国有法人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2,371,100 3,009,500 0.75   

未知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0 1,841,534 0.46   

未知   未知 

缪明华 -213,200 1,405,000 0.35   未知   未知 

NORGES BANK 0 1,385,039 0.34   未知   未知 

周晓建 0 1,380,255 0.34   未知   未知 

王建光 1,307,144 1,307,144 0.32   未知   未知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36,200 1,121,773 0.28   未知   未知 

黄莲纳 127,000 1,097,000 0.27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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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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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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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13.42万元，同比增加 36.76%；营业成本 47,785.83万元，同

比增加 20.46%；三项费用合计为 9,696.28 万元，同比增加 6.62%；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5,288.61 万元，同比增加 1,346.55%；实现每股净收益 0.131 元，同比增加 1,171.84%；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596.46万元，同比增加了 295.34%。报告期内，公司业

绩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华久辐条损益纳入合并所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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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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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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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全资子公司：上海凤凰大酒店、上海凤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邵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凤凰电动车有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凤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江

苏雷盟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日本凤凰株式会社、上海金山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康置

业有限公司、上海金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和宇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和玺实业有限公司、上

海和叶实业有限公司。 

以上合并报表范围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