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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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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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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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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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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资源 600139 绵阳高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娜 秦华 

电话 028-85917855 028-8591785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电子信箱 wangna@scxbzy.com hua.qin@scxbz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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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408,642.91 4,936,071,806.88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7,604,806.26 414,416,723.94 -1.6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58,742.58 -50,934,836.3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72,131,000.75 120,912,647.47 4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11,917.68 -121,297,570.1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94,629.58 -61,117,537.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2.71 增加1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3 -0.183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3 -0.1833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23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42 267,512,037 0 质押 130,290,000 

杨建民 境内自然人 1.97 13,028,573 0 未知 0 

陈守成 境内自然人 1.71 11,329,639 0 未知 0 

张秀娟 境内自然人 0.94 6,231,494 0 未知 0 

范钦宝 境内自然人 0.69 4,561,260 0 未知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3 4,171,651 0 未知 0 

谢贻吾 境内自然人 0.47 3,094,177 0 未知 0 

宋娜 境内自然人 0.44 2,900,000 0 未知 0 

张兰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2,766,848 0 未知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4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0 2,637,521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7月26日，四川恒康与湖南隆沃文化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沃文化”）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四川恒康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16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5%，以4.00元/股，合计6.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给隆沃文化，并在过户之前将表决权委托给隆沃文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隆沃文化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6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5%，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王靖安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恒康持有本

公司股份105,012,0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7%，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8-033 号公告以及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鉴于上述股份已经被司法冻结（轮侯冻结），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对价

隆沃文化不再直接向四川恒康支付，而是用于解决杭州债务问题，以合法合规的方式支付给相应

权利人，并在解决完毕上述债务后，四川恒康将所持有的公司 24.55%的股权过户至隆沃文化名下。

协议签订后，交易双方积极推进杭州债务谈判的相关事宜，目前已初步形成债务处置方案，并与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就债务转移、司法划转等后续事宜进行沟通和协商中。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四川西部资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12 西 资

源 
122237 

2013 年 3 月 8

日 

2018 年 3 月 8

日 
12,132.70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受国家新能源政策调整及行政处罚等事件的影响，公司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面对困难，公司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对内夯实管理基础，加强风险控制，对外积极应对经济环

境及政策的变化，努力改善困境，适时对资产和产业架构进行调整，缓解经营压力。 

（一）新能源汽车板块 

报告期内，恒通客车稳步推进技术研发，对原有的 19款车型进行新标准升级整改，开发及申

报 4 款客车车型，均衡安排生产任务，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改善经营困难的局面。但受行政处罚

的影响，前期部分订单流失，融资能力下降，流动资金周转紧张，全款销售的模式导致其产销量

大幅下降。报告期内，恒通客车累计完成客车生产 44辆，销售 43辆，其中国内市场销售 42辆，

海外市场销售 1 辆，新能源客车生产 4辆，销售 3 辆，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预计短期内无法恢复

生产和销售。 



鉴于此，为避免恒通客车及恒通电动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缓解资金压力，公司与重庆

鑫赢原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赢原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恒通

客车 66%股权、恒通电动 66%股权，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鑫赢原键。截至目前，上述

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鑫赢原键正就解除恒通客车 25%股权的质押事宜与开

投集团积极沟通中。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将由新能源汽车板块及矿产资源板块，调整为融资租

赁业务及矿产资源板块，由于三山矿业和凯龙矿业均暂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将主要来源于融资租赁业务。 

报告期内，交通租赁坚持“市场导向、稳中求进”的方针，实施深耕老客户，挖掘产业链的

业务拓展方式，并在经济吃紧的情况下，秉承融资租赁行业风控的基本法则，严把风控关，加强

对重点行业的持续跟踪，持续开展对既有项目的总结，规范流程。报告期内，租赁公司累计实现

租赁投放规模 4,500万元，其中化工类项目 3,000万元，占比 66.67%；平台类项目 1,500万元，

占比 33.33%。 

（二）矿产资源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三山矿业以及凯龙矿业所属矿山的维护工作。为缓解矿山剥离可能

对公司矿产资源板块业务受到的影响，公司拟收购拥有铌钽矿探矿权的广西防城港创越矿业有限

公司 51%股权、拥有锡矿采矿权的永德县华铜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以地质勘查技术服

务为主的云南伟力达地球物理勘测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2016 年 8 月与交易对方签署框架协

议，拟依托其技术优势，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优化各矿产品种之间的配置，整合公司的矿产资源

板块，形成以稀贵金属为主的矿产资源布局。截至目前，尚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段志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