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27

证券简称：海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0-35

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98,802,395 股
2、发行价格：5.0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8.95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950,146,318.71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598,802,395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0
年 10 月 22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598,802,395 股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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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不除权，股
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海马股份、发行人、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指

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金盘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598,802,395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1－6月

海南汽车

指

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海马投资

指

海马商务

指

海马商务汽车有限公司

海马郑州

指

海马（郑州）汽车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行股票

第一节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原
海南海马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于2010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于2010年3月17日召开的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0年6月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10年6月23日召开的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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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10年8月4日
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0年8月23日取得核准文件（证监许可
[2010]1132号）。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2010年9月27日，8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账户。2010年9月25日和28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以大信验字
[2010]第1-0068号、大信验字[2010]第1-0069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0年9
月28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收到8家参与海马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2,999,999,998.95元。
截至2010年9月28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及
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验字（2010）第5006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 额 2,999,999,998.95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49,853,680.24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2,950,146,318.71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四）股权登记情况
2010 年10月1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2、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发行数量：598,802,395股。
4、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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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价基准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0年6月11日）。
6、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4.97元/股。具体发行价格由公司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
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和银河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
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5.01元/股。该发行价格相
对于下限价格4.97元/股的100.80%，相当于发出认购邀请书前20个交易日（2010
年8月23日至2010年9月17日）二级市场均价6.55元/股的76.49%。
7、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98.95元，扣除发行费
用49,853,680.24元，募集资金净额2,950,146,318.71元。
8、本次发行的相关情况、各发行对象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截至2010年9月19日，银河证券共发出《认购邀请书》和《申购报价单》119
份。2010年9月21日13:00～17:00，共回收申购报价单8份，经律师见证及会计师
验资，全部为有效的申购报价单，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报价格（元/股） 认购数量（万股）

是否缴纳
申购定金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1

9,980

是

2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5.01

9,980

是

3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5.01

7,880

5.02

7,800

4.98

8,000

5.01

7,800

5.05

7,400

4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是

是

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05

4,500

是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1

6,100

是

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1

6,000

是

4.97

8,000

5.01

7,650

5.1

6,500

8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4

是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公司经与保荐机构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为5.01元/股，发行数量为598,802,395股。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获配
对象及其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1

9,980

49,999.8

2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5.01

9,980

49,999.8

3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5.01

7,880

39,478.8

4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5.01

7,800

39,078

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01

4,500

22,545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1

6,100

30,561

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1

5,990.2395

30,011.099895

8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5.01

7,650

38,326.5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情况如下（按获配股数排序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价格
获配股数
（元/股）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占海马股份发
锁定期
行后总股份的
（月）
比重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1

9,980

49,999.8

6.07%

12

2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5.01

9,980

49,999.8

6.07%

12

3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5.01

7,880

39,478.8

4.79%

12

4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5.01

7,800

39,078

4.74%

12

5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5.01

7,650

38,326.5

4.65%

12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1

6,100

30,561

3.71%

12

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1

5,990.2395

30,011.099895

3.64%

12

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01

4,500

22545

2.74%

12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郑州市嵩山南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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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秦晓辉
注册资本：567,450,1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9,98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4）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
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
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郑州市互助路73号院5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树森
开办资金：15,072万元
公司类型：事业单位
经营范围：管理财政信用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投资和委托贷款，办理委托
发行的各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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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9,98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
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浦东新区浦东大道2123号3E-1296室
法定代表人：王艳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汽车产业投资等。（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7,88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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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
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
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三亚市解放四路五十九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韩乐泉
注册资本：1,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电设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需
凭许可经营）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7,80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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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住所：洪山区友谊大道508号9栋27层
法定代表人：温向阳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7,65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
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
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注册资本：8,227,821,180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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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6,10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
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
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5,990.2395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0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
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浦东浦电路370号宝钢国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
外币业务）
（2）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4,500万股
限售期：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
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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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汽车及其一致行动人海马投资合
计 持 有 公 司578,266,313股 股 票 ， 持 股 比 例 为 55.29% 。 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598,802,395 股 。 发 行 完 成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发 行 前 的 1,045,834,031 股 增 加 为
1,644,636,426股，海南汽车、海马投资合计占公司的持股比例为35.16%。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合规性的说明》的
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或透明的原则，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合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

六、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海马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的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
作和签署的《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文件均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
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
国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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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 号国际企业大厦C 座2-6 层
法定代表人： 顾伟国
保荐代表人： 黄钦亮、郑炜
项目协办人： 马军立
电 话： 010-66568888
传 真： 010-6656885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3单元1508室
负 责 人：许维中
经办律师：王圣哲、陆霍
电 话：0898-65802255
传 真：0898-65801881
（三）发行人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四层
负责人：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建清、朱美荣
电 话：010-8835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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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10-88354837
（四）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18 层
电话：0755－258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五）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54 号
电话：0755－82083333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0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海南汽车有限公司

473,600,000

45.28

A 股流通股

2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666,313

10.01

A 股流通股

3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72,099

0.24

A 股流通股

4

徐菊敏

2,007,405

0.19

A 股流通股

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85,901

0.18

A 股流通股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51,516

0.16

A 股流通股

7

严苏京

1,437,500

0.14

A 股流通股

8

陈同会

1,305,400

0.12

A 股流通股

9

中国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244,399

0.12

A 股流通股

10

张桂生

1,181,400

0.11

A 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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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91,451,933

56.5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截至2010年10月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表所示：
持股比例
（%）

股份限售
条件

序
号

股东名称

1

海南汽车有限公司

473,600,000

28.80

A 股流通股

—

2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4,666,313

6.36

A 股流通股

—

3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800,000

6.07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4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99,800,000

6.07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5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78,800,000

4.79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6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78,000,000

4.74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7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76,500,000

4.65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000,000

3.71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9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902,395

3.64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1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00

2.74

A 股流通股

12 个月

持股数量（股）

股份性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 次 发 行 前 ， 公 司 总 股 本 为 1,045,834,031 股 ， 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598,802,395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644,636,426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
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性质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28,825

0.31%

602,031,220

36.6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42,605,206

99.69%

1,042,605,206

63.39%

股份总数

1,045,834,031

100%

1,644,636,426

100%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2,950,146,318.71元，公司总资产和
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
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
前提下，以2010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下同），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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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增加至1,188,740.93万元，增加比率为33.01%，公司净资产
增加至771,480.92万元，增加比率为61.92%，合并资产负债率从46.69%下降至
35.10%。
（三）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598,802,395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表所示（发行前数据取自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和2010年半年度报告，发行后数据
假设在2010年半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0年1-6月/期末

2009年/年末

2010年1-6月/期末

2009年/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25

0.12

-0.16

每股净资产（元）

2.90

2.72

3.64

3.52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建设的项目属公司的主营业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
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有所下降，机
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的股权结构更趋合理，这将有利于
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六）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
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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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发
行对上述人员持股变动情况没有影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特定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
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扩展。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出现新增的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现象。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财务报告均由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2010年1-6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资产总额

893,726.30

796,660.08

630,168.04

827,655.03

负债总额

417,260.01

345,568.67

238,211.69

448,638.96

所有者权益

476,466.29

451,091.41

391,956.35

379,016.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3,606.70

284,505.78

240,729.13

230,152.1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营业收入

491,857.90

626,707.67

612,637.48

847,726.93

营业利润

11,923.79

- 56,619.29

-26,711.78

91,766.81

利润总额

28,201.18

- 48,570.24

5,287.17

92,372.73

净利润

25,374.88

- 51,214.08

255.39

87,053.30

19,100.92

- 24,802.76

4,914.78

48,963.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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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432.18

121,325.14

-169,561.63

-110,291.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12.84

-49,710.07

-35,199.62

338,811.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45.00

34,431.87

32,283.49

-13,013.10

-25.28

-29.26

873.30

207.58

101,039.06

106,017.68

-171,604.46

215,714.21

2008年度
/年末

2007年度
/年末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0年1-6月/
期末

2009年度
/年末

流动比率

1.37

1.39

2.28

1.58

速动比率

1.11

1.16

1.37

1.0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12.71

24.66

42.19

16.6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6.69

43.38

37.80

54.2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96.58

276.28

224.35

395.33

存货周转率（次）

4.87

5.39

3.40

6.82

每股净资产（元）

2.90

2.72

2.91

2.8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1.24

1.16

-2.05

-1.3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97

1.01

-2.08

2.63

0.183

-0.253

0.060

0.598

6.50

-9.13

2.05

23.58

0.080

-0.311

-0.236

0.205

2.83

-11.23

-8.07

8.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基本每股收
益（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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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总额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与公司各年度的经营特点有
关。
2008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2007年末减少197,486.99万元，减幅为23.86%。
其中负债总额减少210,427.27万元，减幅为46.90%，主要原因是2008年由于汽车
行业整体不景气，公司采购赊购和预收车款同时减少，商业信用负债（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下同）合计减少185,877.74万元所致。
200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2008年末增加166,492.04万元，增幅为26.42%。
其中负债增加107,356.98万元，增幅为45.07%，主要原因是2009年，汽车行业快
速复苏，公司相继推出的多款新车型销售情况良好，采购赊购和预收车款同时增
加，商业信用负债合计增加158,485.56万元所致；股东权益较2008年末增加
59,135.06万元，增幅为15.09%，主要是公司于2008年发行了8.2亿元的可转债，
该可转债中的大部分在2009年转换为公司股票所致。
201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较2009年末增加97,066.22万元，增幅为
12.18%。其中负债增加71,691.33万元，增幅为20.75%，主要原因是公司2010年
上半年的经营情况良好，业务规模扩大，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增加。
（二）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分析
从营业收入的构成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制造业务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汽车
用品和配件销售、物流、研发项目业务收入合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在 90%
（合并抵销前口径）以上，显示出汽车制造业务在公司业务中的核心地位。
2008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07 年减少了 235,089.45 万元，减幅为 27.73%，主
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中国汽车市场不景气，汽车产销量的增速出
现下滑，汽车行业竞争更趋激烈；同时，公司新车型推出节奏缓慢，原有车型的
销量及销售单价同时出现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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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底开始，公司加快了新车型的推出节奏。2008 年 12 月，公司投
放了欢动新车型；2009 年 5 月、11 月和 12 月，公司相继投放了福仕达、新普力
马和丘比特等三款新车型；2010 年上半年又推出海马王子和海马骑士（S3）两
款新车型。新产品的陆续推出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品序列，提高市场竞争力。2009
年公司营业收入开始扭转下降趋势，较 2008 年增加 14,070.19 万元，增幅为
2.30%。2010 年 1－6 月，随着新车型的推出、产销量大幅提高，营业收入较 2009
年同期大幅增长，增加额为 232,908.65 万元，增幅为 89.94%。
2、毛利率分析
2007-2009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2.19%、6.20%和4.99%，呈逐年下滑
趋势，主要原因是：（1）作为发行人的经典车型的福美来、海马3和普力马等三
款车型，总体而言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受市场竞争影响，这三款车型年销售单
价和销量逐年下降，且其销售均价的下降速度超过其单位成本的下降速度，导致
其贡献的毛利额及毛利率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2）公司已加快新车的推出节奏，
其中，2008年底新推出的欢动车型，2009年推出福仕达、新普力马和丘比特。但
由于产品在市场投放初期，需要以让利消费者为手段之一打造市场影响力，且由
于推出时间短，产量较低，成本规模效应不明显，致使单位成本较高，故2009
年上述车型的毛利率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
2010年1－6月，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毛利率上升至12.07%。毛利率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1）随着新车型的陆续投放，新车型毛利率远高于老车型；（2）
响应市场的需求，公司主动调整了车型的配置结构，增加了舒适版及豪华版配置
产品的销售，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提升了毛利率；
（3）新车型推出后，产销量大
幅提高，规模经济优势将得到体现，单位固定成本有效降低；
（4）随着公司发动
机生产线的建成投产，公司逐渐将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发动机用于自有产品配套，
有效降低了产品成本。
（三）现金流量分析
1、现金流入分析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现金总流入中，经营活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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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比例分别为 64.93%、85.54%、93.06%和 97.66%，一直是公司现金流入
的最主要来源。其中，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现金流入占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的比例一直在 96%以上，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创造现金的能力较强。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现金总流入中，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比例分别为 32.90%、2.23%、1.57%和 0.06%。2007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入金额较大，主要是 2007 年证券市场较为景气，公司以适量资金申
购新股，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流入较多。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现金总流入中，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比例分别为 2.16%、12.22%、5.37%和 2.28%。2008 年的现金流入金额
较大，主要是公司发行 8.2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现金流出分析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现金总流出中，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比例分别为 85.50%、87.92%、89.52%和 92.02%。其中，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出中用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税费、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合计流出比例分别 97.52%、94.24%、95.72%、97.08%，占比保持稳定。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现金总流出中，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比例分别为 10.88%、5.62%、9.61%、7.97%。2007 年度公司用于申购
新股的资金较多，导致当年投资支付现金 60,716.01 万元，其他年度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出主要是为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现金总流出中，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出比例分别为 3.62%、6.45%、0.87%和 0.0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是
公司分配股利、偿还借款以及支付相关的利息所产生的现金流出。
（四）偿债能力分析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2007－2009 年年末和 2010 年 6 月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58、2.28、
1.39 和 1.37，速动比率分别为 1.04、1.37、1.16 和 1.11，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
其中，2008 年由于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公司采购赊购和预收车款同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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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流动负债减少，流动比率上升；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快速复苏，
公司采购赊购和预收车款同时增加，使流动负债增加，流动比率下降。
在公司流动负债结构中，由生产经营环节带来的商业信用负债（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下同）所占比重较大。2007－2009 年年末及 2010 年 6 月
末，商业信用负债占流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 87.73%、80.80%、87.64%和 88.70%，
反映公司凭借其在生产规模、品牌知名度、信用良好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上
下游资金的经营策略。由于预收账款是公司尚未实现的销售收入，在正常的经营
情况下该部分预收账款将转化为未来收入，因此真正构成公司短期偿债压力的流
动负债主要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在公司流动资产结构中，货币资金、存货和应收票据占比较大。在不考虑存
货的情况下，2007－2009 年年末及 2010 年 6 月末，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
账款之和与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之和的比例分别为 1.50、1.56、1.30 和 1.17，显
示了公司良好的资产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2007－2009 年年末和 201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54.21%、
37.80%、43.38%和 46.69%，资产负债率在较为合理的区间波动，其中，2008 年
末资产负债率较 2007 年末下降 16.41 个百分点，主要是商业信用负债合计减少
185,877.74 万元所致；2009 年末资产负债率较 2008 年末提高 5.58 个百分点，主
要是商业信用负债增加 158,485.56 万元所致；2010 年 6 月末资产负债率与 2009
年末相比，指标接近。
（五）资产运营效率分析
2007-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95.33、
224.35、276.28 和 96.58，变动幅度较大，主要是原因是发行人的整车销售主要
采取预收车款、款到发车的方式，应收账款较少，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且
营业收入的变动容易引起该指标较大幅度的变动。2008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07 年大幅下降，主要是发行人营业收入较 2007 年减少 27.73%所致。
2007-2009年和2010年1－6月，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6.82、3.40、5.3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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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其中，2008年较2007年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2007年发行人新增合并了一
汽海马、海马郑州等6家子公司，2007年存货的期初余额相对较小，使2008年存
货平均余额较2007年增加54.74%；另一方面，2008年营业成本随着营业收入的减
少而减少，减幅为22.80%。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2008年存货周转率较2007
年下降。2009年末，随着新车型的推出、产品结构成功调整后，发行人适当减少
了原材料储备，存货较2008年末减少，存货周转率上升。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598,802,395股，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8.95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2,950,146,318.71元。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9月28日汇入
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公司于2010年3月17日召开的200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资金将
用于以下项目：
投资总额
(亿元)

项目名称
海马商务 15 万辆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海马郑州汽车新产品研发项目
合计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额
(亿元)

27.45

25.00

7.34

5.00

34.79

30.00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约为34.79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
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不改变拟投资
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
调整，或者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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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海马商务15万辆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海马商务主营业务为汽车制造、汽车改装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产品为微客、
微型卡车及 SUV 等。本项目扩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发动机等工艺生产
线，以及公用站房等生产及辅助设施。整个厂区占地面积 438,584 平方米，新建
建筑面积 187,284 平方米。项目建设期 3 年。
本项目建成后，将在现有基础上新增整车产能 15 万辆/年，发动机产能 15
万台/年。
（2）投资总额及融资安排
项目预计新增总投资 27.45 亿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23.89 亿元，新增项
目流动资金 3.56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 25 亿元，剩余部
分由企业自筹解决。
（3）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完成后，达产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99,658 万元，利润总额 37,943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13.8%，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16.7%，
静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为 7.7 年，盈亏平衡点（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57.8%。
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收能力。
2、海马郑州汽车新产品研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海马郑州位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356 号，是河南省骨干企业
和郑州市重点企业。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汽车产业投资，汽车及零部件开发、制
造、改装、销售和售后服务等。
2008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核准海马股份河南轿车项目，同意海马股份在河
南省郑州市设立海马郑州，新建轿车工艺生产线，形成年产 15 万辆轿车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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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09 年 12 月底，海马郑州 15 万辆轿车工厂建成投产。该工厂拥有冲压、
焊装、涂装、总装工艺生产线，工厂科技含量高，设备先进。
本项目主要为 A00 级、A0 级和 A 级三个新产品的研发，利用已建成厂房，
不新增土建工程。研发工作包括前期准备、概念设计、工程设计、样车设计和投
产启动等。项目建设期 39 个月。
（2）投资总额及融资安排
该项目预计新增总投资 7.34 亿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5.49 亿元，流动资
金 1.85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 5 亿元，剩余部分由企业
自筹解决。
（3）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实施完成后，达产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916,667 万元，利润总额 71,062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23.3%，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4.4%，
静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为 7.0 年，盈亏平衡点（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45.7%。
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收能力。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专项账户一：
户名：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南沙支行
账号：2110102（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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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账户二：
户名：海马（郑州）汽车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南沙支行
账号：2110602（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专项账户三：
户名：海马商务汽车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南沙支行
账号：2110702（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第五节

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598,802,395股股份已于2010年10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及
上市公告书》的下一交易日（2010年10月22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
在上市首日（2010年10月22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1
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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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法律意见书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1、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盘路12-8号
电话：0898-66822672
传真：0898-66820329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074
特此公告！

海马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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