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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armony New Energy Auto Holding Limited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3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

業績摘要：

‧ 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入為人民幣12,621.8百萬元，較2018
年同期人民幣10,639.9百萬元上漲18.6%。

‧ 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毛利約為人民幣1,087.1百萬元，較
2018年同期毛利約人民幣756.5百萬元上升43.7%。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的期內溢利為
人民幣513.3百萬元。其中4S經銷業務的利潤為人民幣488.9百萬元（不計
及獨立售後公司及FMC的影響），較2018年同期增加47.4%。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分別為人民幣0.34元及
人民幣0.34元。

‧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每股普通股末期股息7.5港
仙。



– 2 –

年度業績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該
綜合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a) 12,621,821 10,639,877
銷售及服務成本 (11,534,741) (9,883,361)  

毛利 1,087,080 756,51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b) 530,565 942,016
銷售及分銷開支 (633,243) (549,060)
行政開支 (181,387) (155,172)  

經營溢利 803,015 994,300
財務費用 5 (110,015) (67,686)
分佔合營公司的溢利 14 17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20,121) (109,461)  

除稅前溢利 672,893 817,170
所得稅開支 7 (146,845) (127,186)  

年內溢利 6 526,048 68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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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權投資
的公平值變動 9,292 —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的匯兌差額 (5,166) (1,29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4,126 (1,29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530,174 688,694  

年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13,307 683,692
非控股權益 12,741 6,292  

526,048 689,984  

年內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17,433 682,402
非控股權益 12,741 6,292  

530,174 688,694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元） 0.34 0.45  

攤薄（人民幣元） 0.34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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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91,070 2,522,989
預付土地租賃款 — 11,097
使用權資產 525,106 —
無形資產 98,578 104,991
商譽 57,911 57,911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789,142 1,603,233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30,538 81,528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5,620 5,606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7,344 686,22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1,389,589 1,377,41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投資 118,337 —
遞延稅項資產 61,244 48,823  

非流動資產總額 5,874,479 6,499,810  

流動資產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92,347 50,532
存貨 9 1,261,867 1,124,419
應收貿易賬款 10 134,858 123,352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 
其他資產 2,496,613 1,797,16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88,187 167,577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68,379 74,947
在途現金 43,769 35,96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62,063 1,148,300  

流動資產總額 5,548,083 4,522,257  



– 5 –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2,493,699 2,137,604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15,539 136,3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75,447 987,420
租賃負債 30,408 —
應付所得稅 218,314 786,111  

流動負債總額 3,533,407 4,047,452  

流動資產淨額 2,014,676 474,80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889,155 6,974,61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10,009 —
遞延稅項負債 55,647 53,337  

非流動負債總額 565,656 53,337  

資產淨額 7,323,499 6,921,278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519 12,085
儲備 7,257,804 6,866,308  

7,270,323 6,878,393
非控股權益 53,176 42,885  

權益總額 7,323,499 6,92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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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及集團資料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於2012年9月24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
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於2013年6月13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在中國
內地主要從事汽車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開曼群島（「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的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

2.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與其業
務有關並自2019年1月1日起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除以下所述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使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呈列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及本年度及上一年度所報告金額
產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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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已自2019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惟按該準則的
具體過渡條文所允許，並未重列2018年報告期間之比較資料。因此，因採
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引起的重新分類及調整並未於2018年12月31
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反映，惟已於2019年1月1日的年初綜合財務狀況表
確認。

(a) 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調整

下表列示就各項目確認的調整。概無包括不受變動影響的項目。

資產負債表（摘錄）

2018年 
12月31日 

原列

採納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

2019年 
1月1日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578,024 578,024
預付土地租賃款 11,097 (11,097) —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1,603,233 (36,190) 1,567,04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549,125 549,12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87,420 (18,452) 968,968
租賃負債 — 25,995 25,995

權益
儲備 6,866,308 (25,931) 6,840,377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租賃的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以剩餘
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該等負債，採用承租人於2019年1月1日的6%增值
借貸利率進行貼現。



– 8 –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2月31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842,567 

使用初始應用日期承租人增值借貸利率貼現 575,379
減：按直線基準確認為開支的短期租賃 (259) 

於2019年1月1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575,120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25,995
非流動租賃負債 549,125 

575,120
 

相關使用權資產在追溯基礎上進行計量，猶如該等資產始終適用於
新準則，並按與於2018年12月31日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與該租賃相
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進行調整。於初始採用日期，概無
虧損性租賃合約需要對使用權資產進行調整。

(i) 所採用的實務權宜方法

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該準
則所允許的實務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虧損的評估；

— 對於2019年1月1日剩餘租期少於十二個月的經營租賃的會計
處理為短期租賃；

— 不包括在首次採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的初始直接成本；
及

— 當合約包含延長租約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時，以事後結果
確定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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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採用日期是否或包含租賃。
相反，對於在過渡日期之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依賴其採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作出的評估。

(b)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及如何入賬

租賃合同通常為固定期限，但可選擇延期。租期乃按個別基準協商及
包含廣泛不同的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不附帶任何契諾，但租賃資產
不得用作借貸抵押目的。

截至2018年財政年度，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的租賃
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的付款（扣除從出租人收
取的任何激勵）乃於租賃期間按直線基準自損益扣除。

自2019年1月1日起，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並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
團使用之日確認相應負債。每筆租賃付款乃分配至負債及融資成本
之間。融資成本於租期內自損益扣除，以就各期間剩餘負債結餘得出
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乃按資產可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
準）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始以現值基準進行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下
列租賃款項的淨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激勵；

— 基於某一指數或費率的可變租賃款項；

— 預期承租人根據殘餘值擔保而應付的款項；

— 倘承租人合理確定行使該選擇權，則購買權的行使價；及

— 倘租賃期反映承租人行使該選擇權，則因終止租賃而需支付的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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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付款使用租賃隱含的利率作貼現。倘未能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
租人的增值借貸利率予以貼現，即承租人以類似條款及條件在類似
經濟環境中借入所需資金以獲得類似價值資產所必須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激勵；

— 任何首次直接成本；及

— 復原成本。

與短期租賃有關的付款按直線法於損益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
賃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汽車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
產品以單一業務單位經營，並設有一個可報告分部，即銷售汽車及提供相
關服務。

概無彙集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中國內地的汽車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且本
集團逾90%的可識別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呈列地區
分部資料。

主要客戶資料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內向單一客戶所作銷售的收入並無達到本集團收入的
10%或以上，故並無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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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a) 收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之收入
— 銷售汽車及其他所得收入 10,912,378 9,353,620
— 提供售後服務所得收入 1,685,770 1,279,726

其他來源之收入
— 融資租賃服務 23,673 6,531  

12,621,821 10,639,877  

客戶合約之收入分類

2019年 2018年
貨物或服務類型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汽車及其他所得收入 10,912,378 9,353,620
提供售後服務所得收入 1,685,770 1,279,726  

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598,148 10,633,346  

2019年 2018年
確認收入的時間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某一時間點客戶所得貨物 10,912,378 9,353,620
於某一時間點提供服務 1,685,770 1,279,726  

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598,148 10,6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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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當前報告期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入額：

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汽車及其他所得收入 243,620 224,719
提供售後服務所得收入 41,521 28,044  

285,141 252,763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行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

銷售汽車及其他

履行責任於客戶收到貨物後達成，一般須預付款項。

提供售後服務

履行責任於提供服務后達成，支付一般於提供服務時結算。



– 13 –

(b)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佣金收入 299,559 319,752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 — 71,887
向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權投
資貸款之利息收入 73,224 —
汽車製造商的廣告支持費用 44,461 44,75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所得收益 32,288 —
給予第三方貸款及墊款的利息收入 25,953 8,836
銀行利息收入 11,366 9,582
出售無形資產所得收益 2,063 —
政府補助（附註） 1,964 3,55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 
其他利息收入 3,603 12,02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股份之虧損 — (235,60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16,789 697,004
其他 19,295 10,220  

530,565 942,016  

附註：

政府補助包括本公司各附屬公司自有關政府機構獲得的各種補貼。該等補助概無
任何未達成的附帶條件或或有項目。

5. 財務費用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及其他借款利息 90,972 84,913
租賃利息 34,814 —
減：資本化利息 (15,771) (17,227)  

110,015 6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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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內溢利

本集團年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4,400 4,64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 400
核數師薪酬
 審計服務 3,300 4,000
 非審計服務 200 —
銀行收費 5,127 6,474

銷售及服務成本
 汽車銷售成本（附註a） 10,589,269 9,135,119
 售後服務成本（附註b） 945,472 748,242  

11,534,741 9,883,36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費用 153,983 133,76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16,789) (697,004)
匯兌差額淨額 (385) (1,52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的收益 (32,288) —
出售無形資產的收益 (2,06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3,522 16,649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股份投資之收益 — (235,603)
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款項 — 53,7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 工資及薪金 237,982 236,328
— 按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85,635 25,957
— 其他福利 56,576 41,749  

380,193 304,034  

附註：

(a)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存貨減值撥備為人民幣零元（2018年：人民幣8,125,000
元）。

(b) 僱員福利開支人民幣64,065,000元（2018年：人民幣56,033,000元）已計入售後服務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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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年度撥備 156,956 122,813
遞延稅項 (10,111) 4,373  

146,845 127,186  

根據開曼群島稅務優惠法（2011年修訂版）第6條，本公司已獲內閣總督承
諾，開曼群島並無訂立對本公司或其經營所得溢利、收入、收益或增值徵
稅的法律。

由於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於
英屬維爾京群島擁有營業地點（註冊辦事處除外）或經營任何業務，故該
等附屬公司毋須繳納所得稅。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在香港產生的
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港元按8.25%的稅率及就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剩餘部分按16.5%（2018年：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
（2018：無），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內地附屬公
司的所得稅率為25%（2018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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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2018年：盈利）乃以本年度母公
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年度股份數目乃經抵消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受限制股份后
計算得出。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計算。

計算當中使用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中使用的普通
股股數，以及假設於報告期末根據未行使的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所有具有攤薄效果的潛在普通股視作獲行使時無償發行的股通股的加權
平均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的母公司普通股權持
有人應佔本年度利潤 513,307 683,692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513,637,039 1,528,665,022

攤薄影響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 購股權 — 15,457,384  

1,513,637,039 1,544,12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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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汽車 1,133,165 992,947
零部件及配件 128,702 131,472  

1,261,867 1,124,419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抵押總賬面值約人民幣1,014,390,000元（2018
年：人民幣596,072,000元）的若干存貨，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的抵押品。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抵押總賬面值約人民幣2,802,000元（2018年：
人民幣17,997,000）的若干存貨，作為本集團應付票據的抵押品。

10. 應收貿易賬款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4,858 123,352  

本集團致力保持嚴格監控未償還的應收賬款，同時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
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鑒於上述情況及由於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涉及大量分散客戶，因此並不存在信貸風險高度
集中的情況。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
貸增級。應收貿易賬款為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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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及經扣除撥備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16,228 108,282
三個月至一年內 18,630 15,070  

134,858 123,352  

(b)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簡易方法就所有應收貿易
賬款使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計提預期信貸虧損。為計算預期信貸虧
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根據共享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日數分類。預期信
貸虧損亦包含前瞻性資料。

即期
逾期不多
於3個月

逾期4至 
9個月

逾期超過 
9個月 總計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於2019年12月31日
應收貿易賬款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可收回金額 116,228 18,630 — — 134,858
虧損撥備 — — — — —

於2018年12月31日
應收貿易賬款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可收回金額 108,282 4,069 11,001 — 123,352
虧損撥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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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06,867 99,089
應付票據 8,672 37,228  

115,539 136,317  

於各報告日期，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06,620 131,304
三至六個月 3,561 2,097
六至十二個月 3,014 1,308
超過十二個月 2,344 1,608  

115,539 136,317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不計息。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若干應付票據乃由總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802,000
元（2018年：人民幣17,997,000元）的本集團存貨作為抵押。

12. 股息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派末期股息 — 7.5港仙（2018年：12港仙） 
每股普通股 104,128 156,757  

本年度擬派的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后方可
生效。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擬派末期股息的計算乃基於每股普通股
的擬派末期股息及於批准該等財務報表日期的普通股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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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2019年，中國汽車行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受中美經貿摩擦、環保標準提升、
新能源補貼退坡等因素的影響，承受了較大壓力，下半年表現出較強的自我恢
復能力，行業總體保持在合理區間。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乘用車產銷分別完
成2,136萬輛和2,144萬輛，同比分別下降9.2%和9.6%。由細分市場分析，豪華車
市場需求仍然旺盛，2019年累計售出311萬輛，同比增長8.7%。

根據中國公安部發佈統計資料統計，2019年中國汽車保有量達到2.6億台，較
2018年增長8.8%；其中新註冊登記汽車數量2,578萬台；私家車（私人小微型載
客汽車）持續快速增長並首次突破2億台。全國66座城市汽車保有量超過100萬
輛，其中30座城市超200萬輛，11座城市包括鄭州、西安、武漢等超過300萬輛，
其中北京、成都、重慶、蘇州、上海等5座城市超過400萬輛。目前中國豪華品
牌的銷量約佔乘用車整體銷量約11%，與其他成熟市場相比仍屬於偏低，未來
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數據顯示，2019年，寶馬集團旗下三大品牌寶馬、MINI和勞斯萊斯在全球累計
銷量達252萬輛，相比較2018年249萬輛有1.2%的微增。其中，在中國市場交付
723,680輛寶馬和MINI汽車，同比增長13.1%。此外，寶馬新能源汽車更是同比
大增34.1%。日產雷克薩斯2019在華累計銷量為200,521輛，同比大增25%，創下
在華銷量新紀錄，同時它也是中國市場增幅最大的豪華汽車匹品牌。目前消費
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2019年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
率為57.8%，我們認為豪華車市場仍將繼續上升。原因有二：一是車市已進入
換購主導的消費升級階段；二是豪華車價格快速下探，激活了消費者購買力。
豪華車市場份額在中國汽車市場的總體佔比還將進一步提升。就消費者數目
增加以及每位消費者所購買商品數目增加而言，中國消費者的需求仍然推動
著市場前進， 潛力不容忽視。預計2020年豪華車銷量仍然會保持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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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繼續聚焦主業戰略，加大自建和併購力度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經開業72個經銷商網點，代理14個豪華及超豪華品
牌，覆蓋全國33個城市。旗下囊括寶馬、MINI、奧迪、沃爾沃、路虎、雷克薩
斯、捷豹、林肯、之諾及阿爾法 • 羅密歐10個豪華品牌和勞斯萊斯、賓利、法
拉利及瑪莎拉蒂4個超豪華品牌。

本集團已獲授權及待建的共4個品牌，11家店面，分佈於河南、江西、內蒙古
等中國一、二及三線城市。戰略性佈局中西部城市進一步有助於提升及鞏固本
集團現有的市場地位，佈局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新一線城市，有助於本集團進一
步提升鞏固現有的市場佔有率，提高品牌知名度以及客戶滲透率。

本集團將持續聚焦主營業務發展，積極提高各門店運營效率，強化各大門店的
考核指標及管理模式，提高單店盈利能力，以此推動新車銷量，打造各大品牌
的優秀運營門店。運用科學的庫存管理系統，實行資源的合理分配及優化，以
此減少新車週轉天數，從而有效控制財務成本。

隨著中國乘用車市場的整體的兩極分化趨勢，豪華車市場仍將逆勢增長，憑藉
我們多年豪華車的經銷經驗，以及進一步推進公司併購計劃，我們相信本集團
在2020年仍會有不俗的表現。

豪華車新車銷售保持強勁逆勢增長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新車銷量32,796台，較截止2018年新
車銷量26,998台增長21.5%。本集團作為寶馬在中國中西部地區最大、全國第一
梯隊的經銷商，寶馬品牌（包括MINI品牌）於2019年銷量達25,684台，同比增長
17.4%。雷克薩斯品牌仍然保持強勁增長速度，新車銷量達3,821台，較2018年
增長28.0%。在超豪華汽車市場方面亦成績斐然，在報告期內，法拉利銷量實
現交車最多的一年，對比2018年增長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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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新源汽車產業佈局並完成拆分獨立

2019年，國內外多個品牌，多型號新能源汽車實現產量下線，累計新能源客戶
也日漸增多，本集團為順應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在2019年初將專注新能源汽車
銷售的「和諧智聯」與運營逐步成熟的「和諧修車」合併融合並從上市公司拆分，
融合後的新公司整合了在新能源汽車在售前和售後的優質資源，專注在全國
範圍內發展多品牌新能源汽車的授權和服務網絡。

於報告期內，新公司已經獲得拜騰、廣汽、零跑、威馬、江淮、合眾、天際、
愛馳在內的8個新能源品牌授權。目前門店主要分佈在中國內地一線及新一線
城市，共在營店面58家。在新能源汽車售後維修方面，公司一直關注汽車售後
市場的宏觀趨勢和細分市場，專注於網約車，共享汽車等新出行方式所帶來的
業務增長。公司已與小桔車服，首汽約車實現戰略合作，同時與蔚來，零跑等
7家新能源汽車品牌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於全國範圍內展開新能源汽車售後業務。

未來展望及發展策略

中國汽車市場正進入產業結構調整階段。我們預計中國消費市場發展潛力仍
然強勁，豪華車在乘用車市場下滑的背景下將上升，我們相信未來豪華品牌有
望持續受益於消費升級， 成為持續保持正面增長的行業。時至今日，4S店渠道
模式下的汽車銷售市場走過二十餘載，技術產業的變革給汽車行業帶來了震
盪也賦予新的市場機會。隨著汽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日益成熟，為經銷商集團
的價值優勢提供了新的競爭優勢，高度重視消費者體驗的4S店仍舊是新一代年
輕消費主力人群的消費習慣。對於中國消費市場，我們還是保持樂觀的態度，
未來5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我們認為豪華車市場仍然會穩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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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國際汽車市場經驗，在新車銷售銷量達到相對穩定後，汽車保有量的增長
仍會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根據發達國的汽車發展數據分析，車齡超過5年後
將迎來大型維修保養高峰期。目前中國保有車輛平均車齡4.9年並隨著進入存
量市場的平均車齡還在持續增長。在中國車齡增長、保有量增加的雙效驅動下，
汽車售後市場高速發展，使售後市場逐漸成為新的產業焦點。相信未來汽車售
後市場，特別是豪華品牌的售後服務市場將持續實現快速增長。 

2020年我們將繼續擴充我們的品牌組合，申請以及拓展更多的經銷商網點授權，
加快併購收購計劃進度。我們將一如既往深耕豪華，超豪華市場，提升客戶保
有量及滿意度，提高集團經營效率及質量。設立專項公司，繼續延伸汽車精品，
事故車保險以及二手車業務，增加利潤點，優化收入結構，為再一次的歷史性
發展機遇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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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況

收入

本集團2019年收入為人民幣12,621.8百萬元，較2018年人民幣10,639.9百萬元增
加18.6%。

銷售新車收入人民幣10,912.4百萬元，較2018年增加16.7%。售後服務及配件業
務收入人民幣1,685.8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增加31.7%。

銷售及服務成本

本集團2019年銷售及服務成本為人民幣11,534.7百萬元，較2018年增加16.7%。
其中，2019年新車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0,589.3百萬元，較2018年同期所錄得的人
民幣9,135.1百萬元增長15.9％。2019年的售後服務成本為人民幣945.5百萬元，
較2018年同期所錄得的人民幣748.2百萬元增長26.4％。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2019年毛利為人民幣1,087.1百萬元，較2018年毛利人民幣756.5百萬元增
加43.7%。其中，由於年內市場復蘇，2019年汽車銷售毛利為人民幣323.1百萬
元，較2018年增長47.9％。2019年售後服務毛利為人民幣740.3百萬元，較2018年
增長39.3％。

本集團2019年的毛利率為8.6％，較2018年同期所錄得的7.1％增長1.5％。其中，
2019年汽車銷售的毛利率為3.0％，較2018年增長0.6％。2019年的售後服務毛利
率為43.9％，較2018年增長2.4％。

銷售費用

本集團2019年銷售費用為人民幣633.2百萬元，較2018年人民幣549.1百萬元增加
15.3%，基本與新車銷售收入增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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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2019年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81.4百萬元，較2018年人民幣155.2百萬元上漲
16.9%，主要是由於股份獎勵計劃的影響。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本集團2019年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為人民幣530.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43.7%。然 而 扣 除 獨 立 售 後 公 司 及Future Mobility Corporation Limited Cayman
（「FMC」）之影響後，該金額基本持平。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佣金收入（來自保險代理和汽車貸款代理服務）、二
手車買賣收入、汽車生產商廣告贊助收入、利息收入、出售資產收入，以及以
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入。

財務費用

本集團2019年財務費用為人民幣110.0百萬元，較2018年人民幣67.7百萬元增加
62.5%，主要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撇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的影響，2019年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財務費用較2018年增加11%。

經營溢利

綜上所述，本集團2019年經營溢利為人民幣803.0百萬元（2018年為人民幣994.3
百萬元）。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的年內溢利

2019年本集團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的年內溢利為人民幣513.3百萬元。其中4S經
銷業務的利潤為人民幣488.9百萬元（不計及獨立售後公司及FMC的影響），較
2018年同期增加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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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現金流

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於採購乘用車、零部件及汽車配件、設立新經銷門店、及
撥付營運資金及經營開支。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乃通過短期銀行貸款及經
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解決。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存款合計為人民幣1,362.1百萬元。

本集團2019年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為人民幣235.9百萬元，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為人民幣272.5百萬元，及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入為人民幣25.5百萬元。

計及本集團現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預期因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可用銀行
融資及其他借貸，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將得到滿足。

流動資產淨額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的流動資產淨額為人民幣2,014.7百萬元。

資本開支

2019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426.0百萬元，主要用於購買與開設新門店有
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產生的開支以及預付款。

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新乘用車以及零部件及汽車配件等。存貨由2018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1,124.4百萬元增加12.2%至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261.9百萬元。

由於有效的庫存管理，本集團2019年平均存貨週轉天數為37天，較2018年減少
了7天（2018年：4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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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於2019年12月31日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總額為人民幣2,493.7百萬元，
而於2018年12月31日則為人民幣2,137.6百萬元，同比增加16.7%。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以下時間內償還的銀行貸款：
一年內 1,486,503 1,281,883

須於以下時間內償還的其他貸款：
一年內 1,007,196 855,721  

2,493,699 2,137,604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35.9%，較
2018年12月31日減少1.3%。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乃以本公司的資產作按揭
或抵押。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抵押或質押的資產主要包括：(i)金額為
人民幣1,014.4百萬元的存貨；(ii)金額為人民幣16.8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及(iii)金額為人民幣10.7百萬元的土地使用權。此外，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
團部分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乃主要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本公司若干董事
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法定代表提供擔保。

或然負債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利率風險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對因債務利率波動而產生的利率風險。利率上升可能會導致本集團
的借貸成本增加。倘發生此種情況，將會對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溢利及財務狀
況造成不利影響。中國的銀行貸款及透支利率取決於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基
準貸款利率。本集團目前並未透過使用任何衍生工具管理本公司的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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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本集團的收入、收入成本及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亦使用人民幣作
為本集團的呈報貨幣。本集團認為，本集團的業務目前並未承受任何重大直接
外匯風險，本集團並未透過使用任何衍生金融工具對沖此類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3,589名僱員（2018年：3,693名）。僱員數量變動
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優化人員結構提高整體管理效率所致。2018年相關員工成本
約為人民幣380.2百萬元（包括員工股權激勵人民幣85.6百萬元），而2018年則約
為人民幣304.0百萬元（包括員工股權激勵人民幣26.0百萬元）。本公司設立一項
購股權計劃，以向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激勵及
獎勵。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僱員。購股權計
劃於2015年6月26日生效，除非以其他方式取消或修訂，否則將於自該日起計
十年有效。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有82,631,000份根據購股權計劃尚未行
使的購股權，約佔本公司於該日已發行股份之5.25%。

有關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將適時刊發的2019年年度報告。
本集團將參考市場慣例及僱員個人表現定期檢討其薪酬政策及僱員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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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於聯交所合共回購5,852,500股每股0.01港元
的普通股，總代價約為18,413,850港元（不包括交易費用）。5,852,500股已回購股
份隨後於2019年6月6日被註銷。報告期內已回購股份之詳情載列如下：

每股回購價格

總代價
（港元）
（不包括
交易費用）回購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2019年2月 5,852,500 3.22 3.01 18,413,850  

合計 5,852,500 18,413,850
  

董事相信，回購股份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且該等股份回購可提高
本公司每股盈利，而使整體股東獲益。

除上述披露外，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為應對於二零二零年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中國各地已實施一系列
的防控措施。本集團將密切關注新冠肺炎(COVID-19)的事態發展並評估其對本
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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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擬派發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普通股7.5港仙。該末
期股息須得股東於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如獲批准，該末期股息將於2020
年8月13日或之前支付予本公司股東。有關為釐定可享有擬派發的末期股息之
股東而暫停辨理股份過户登記方後之詳情將另行公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下列偏離情
況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應
邀請提名、審核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出席。董事會主席兼提名委員會主席馮長革
先生因業務關係未能出席本公司於2019年6月13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並維
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
董事作出查詢，董事亦已確認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已遵從標準守則。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同，此初步公告所載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及有關附註之數字，等同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所載之數目。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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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
委聘準則所進行之保證委聘，因此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此
初步公告作出保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能光先生、劉章民先生及薛國平先生。王能光先生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年度業績及年度報告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hexieauto.com)。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將於聯交所
及本公司網站上供查閱。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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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才能在日漸增加的競爭和挑戰中成長進步。於此，董事會就各方為本集
團做出的卓越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馮長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鄭州市
2020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長革先生、劉風雷先生、馬林濤女士、馮果女士及韓陽
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能光先生、劉章民先生、薛國平先生及劉國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